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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万元)

苏州中海海隆房地产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苏

州太湖城2号地及地上建筑物）

建筑面积 74499.71平方米 22744.5200

【GR2018SH1000207】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部分资产（北京

市宣武区枣林前街35号1201、1202、1203室

三套住宅）

建筑面积 479.84平方米 2189.5600

郑州银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4套房产（郑

州市上街区鸿盛新城小区）

详见交易所网站 1323.3780

【G32018SH1000060-2】 上海通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20%股权 1395.93 1248.28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石油制品、燃料油、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成品油的零

售经营、机电设备、金属材料、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建材、五金交电的销

售，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224.6900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推介

上海捷高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核心资产包含专利及自贸区内房产，公司已取得“活肤因子”发明专利，并注册艾德娜品牌生产，即“艾德娜rh-aFGF生物细胞生长因子” 。 aFGF对生物体内部的血管、神

经细胞的损伤有着修复作用，对于表皮细胞的损伤也具有治疗修复效果，同时对于祛除老皮细胞、促进新皮细胞生长有明显效果。产品可用于术后伤口愈合、器官移植等。房产位于国际商贸大厦第17层整层（共19层），共

14间，共计1388.43平米，每间具有中央空调及独立的卫生间。 国际商贸大厦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内（5号门），目前，上海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正在酝酿中，该大厦将直接受益，前景无限。

标的转让底价6000万元，如希望拆分资产转让，具体细节面议，有意者请联系股权一部万经理、张经理，电话021-62657272-324、021-62657272-181。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湖北众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主要资产为旗下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及公司名下商业用地。 该酒店坐落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占地面积219311㎡。

酒店内设五星级酒店标准客房、会议中心、会所和五栋独立式别墅客房组成，同时配备了恒温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练习馆等健身设施。

酒店经营情况良好，合作方式包括不限于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奇胜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公司主要资产为自有资金建设的综合楼一幢，位于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文化旅游新区南侧入口，武当山国际体育中心对面，土地证面积4841.14㎡、建筑面积8072.72㎡，共6层商业用房，已办产权证。

主要从事武当山周边园林绿化工程建设项目及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提供内外景观、山体园林绿化；为众晶太极湖国际酒店员工提供餐饮、住宿、用房租赁服务；为外单位提供办公、住宿租赁服务等。

合作方式：资产的整体或部分转让、项目融资、共同投资或运营等。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融资项目

湖北陵仙逸景陵园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29日，经营范围：殡仪服务、墓穴销售、殡葬用品销售。

该项目计划总用地面积565.6亩，项目建成后可提供墓穴69327个，期限20年，每年纪念堂500场次，5000元/场次；餐饮25000人次，20元/人次；墓穴3300个，15000元/个；其他2000人次，100元/人次。每年营业收入5270

万元。

现拟申请融资9000万元，公司股份作质押，资金使用期限六年。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转让

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近年来每年总产值在2亿元左右且每年有20%的提升。 公司团队已超过500人，包含总部职工250人和一支300余人的监理队伍。 公司主要运营核心人员稳定，年富力强，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以运

营中心、投标中心、核算中心、研发中心四大中心支撑起公司管理体系架构。招标代理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四大板块业务齐头并进，采用部门经理负责制结合项目经理负责制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最

优质的技术咨询服务。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王悦 021-62657272-171

项目名称：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P3Y18SH1000003

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P3Y18SH1000003）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信息预披露，项目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联系人：

朱逸格，联系电话：010-51915380、13810827889；

黄昕宇，联系电话：010-51915336、18600347116。

证券代码：

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

2018

—临

039

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3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

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5� 月4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3日

债券代码：

143628

债券简称：

18

新业

03

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票面利率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05号” 文核准，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公司债

券。 本期为第二期发行（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发行规模为不超过7亿元（含7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

模为5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2亿元（含2亿元）。

本期债券为7年期，附第3年末及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2018年5月2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下向合格

投资者询价簿记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7亿元，票面利率为

6.57%。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8年5月3日和2018年5月4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

法请参见2018年4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新疆新业国有

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面向合格投资者）》。

特此公告。

发行人：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主承销商：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38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自2018年2月12日

起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2,000万

股，不超过10,000万股。 增持股份价格不高于5.33元/股。

●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2018年5月2日至5月3日，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52,30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3%。本次增持后，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884,58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3日收到控股股东东方集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控” ）关于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东方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本次增持前已持有股份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前，东方投控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52,735,08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比例为12.19%， 东方投控通过其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608,854,58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16.39%，本公司及东方投控实际控制

人张宏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299,049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0.3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披露的《东方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7）。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前期增持情况

2018年2月12日，东方投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1,034,0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的

《东方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08）。

2018年4月16日，东方投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6,099,3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7日披露的

《东方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5）。

2018年4月17日，东方投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4,498,9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1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披露的

《东方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26）。

（二）本次增持情况

2018年5月2日至5月3日， 东方投控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252,3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本次增持后，东方投控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12,884,5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5%。

本次增持前，东方投控持有公司股份452,735,080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2.19%。

东方投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2,888,716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8.88%。

本次增持后，东方投控持有公司股份453,987,388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2.22%。

东方投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74,141,024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28.92%。

四、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持续关注东方投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2017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具体时间：2018年5月31日 （星期四）9:

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投票

表决。

（2）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

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25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8年5月25日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议，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员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涛路1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2、议程：

（1）审议《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7年度审计报告》

（4）审议《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审议《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专项审计说

明〉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治理机构评估的议案》

（9）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向美国J-Star公司增资的议案》

（11）审议《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更换监事的议案》（监事履历详见附件一）

（13）审议《关于授权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4）审议《关于向有关银行申请2018年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5）审议《关于公司股份托管于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8年5月28日8:30� -11:30，14:00� -17:00；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的须在2018年5月28日17:00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

3、登记地点：浙江省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涛路19号公司证券部。

4、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

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

记，出席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原件，以备查验。

四、其他事项

1、联系电话：0575-86760296

2、传真号码：0575-86287070

3、联系人：徐铭峰

4、其他事项：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附件一：李博履历

李博先生，男，1983年6月出生，毕业于黑龙江科技学院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及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技术领域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8月至2014年，担任公

司研发中心主任；2015年至今担任公司研发中心经理。

李博先生间接持有公司0.19%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万元)

重庆两江新区新圣实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

及20748.44万元债权

231701.25 2421.81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

储）。

联系方式：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170.25

2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13614.43万元

债权

58511.45 32766.41

房地产开发（凭相关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自有房屋租赁；停车场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仓

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等。

联系方式：朱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6380.84

3

重庆云易通物流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35%股权

17404.03 14996.84

普通货运；利用自有资金向物流、电子商务行业进行投资；物流设施及电子商务营运设施的开

发、管理、维护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二级及以下；仓储服务（不含危险物品）；市场管

理；自有房屋出租、销售；利用互联网提供仓储信息咨询、货运信息咨询、货运代理业务；房地产

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联系方式：朱磊

023-63622626��13883002851

5248.894

4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55%股权及3260万元债

权

27067.86 3102.36

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含中药提取）、原料药（口服液溶剂）；植物提取物（青蒿素、白藜

芦醇、银杏叶提取物、枇杷叶提取物、茶多酚、葛根素、小叶榕浸膏、麦角淄醇、蒿甲醚、双氢青蒿

素、米格列奈钙、长春西汀、炎琥宁、穿心莲内酯、绿茶提取物）收购、生产、销售等。 联系方式：朱

磊023-63622626��13883002851

4970

5

重庆冠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100%股权及7543.88

万元债权

7559.87 9.0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式： 乔先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7552.91

6

江苏红蜻蜓油脂有限责任公

司100%股权

11051.93 10997.99

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半精炼、全精炼）加工、销售；粮食收购；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信息

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联系方式：乔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7000

7

重庆粮食集团四川酒业有限

公司70%股权及3494.205098

万元债权

2486.07 -1320.15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白酒；收购、销售：粮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销售：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进出口贸易（按商务部核定范围经营）联系方式：乔

先生 023-63611217�13648330141

3494.205198

8

重庆安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11206.53万元

债权

11219.43 12.5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营业）；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营业活动）。 联系方式： 乔先生 023-63611217�

13648330141

11219.04

9

贵州渝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和398753.885040万

元债权

563759.026036 89066.443013

营业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须许可

（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联系方式：熊先生023-63606252、18680845183

476999.96184

云南省建水县临安镇陈官村（中国农业银行红河分行培训学校）等10处房产及土地

房屋和土地位于云南省建水县临安镇陈官村（中国农业银行红河分行培训学校），10处房产测绘面积共计9671.85㎡，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23306.9㎡。 以不低于挂牌价2294.83万元整体竞价转让，保证金为100万元。

交易相关其他事项及特别告知详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cquae.com）。

联系电话：010-51085026��联系人：鹤先生

重庆市万州电力开发有限公司15%股权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金：6818万元。经营范围：水利、电力。电力设备、电力材料。截止2017年5月31日，经评估标的企业总资产为71.84万元，净资产为-1277.28万元。拟按现状以不低1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标的企业15%

股权。

本项目挂牌期为2018年3月23日至2018年4月20日，欲了解以上项目详情，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并到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渝东分所办理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张女士 023-58359900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8-078)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5月0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5月

07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

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9974�

21.0785�

32.4894�

14.5395�

11.4228�

14.4429�

11.2623�

14.0180�

10.0648�

6.0271�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关 于 证 券 经 纪 人 执 业 证 书 作 废 的 公 告

以下证券经纪人执业证书遗失，声明作废，姓名和执业

证书编号如下：

付 慧 S1350417050333； 李 佳 琪 S1350417060489；

李 明 月 S1350417060001； 陈 建 福 S1350417040489；

莫 自 艳 S1350417020488； 时 丽 芳 S1350417020340；

叶 莎 S1350417020238； 邢 博 S1350417040436；

龙 青 S1350417040569； 吴 凯 S1350417050044；

谢 宇 S1350417030416； 杨 柳 S1350417050238；

杨 振 宇 S1350417040626； 叶 紫 涵 S1350417020187；

李 超 S1350416050230； 方 泽 强 S1350417060210；

李 喆 S1350416120332； 熊 丽 娟 S1350417060004；

朱 俊 伟 S1350417070176； 陈 均 仪 S1350417060497；

黄 思 静 S1350417060248； 李 帅 S1350416050157；

李 婷 S1350417060555； 林 辉 S1350417070075；

全 溪 S1350417050397； 招 其 炜 S1350417060003；

郑 鹏 鑫 S1350417060200； 朱 远 彪 S1350417050553；

周 珂 S1350416050032； 杨 帆 S1350417080075。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2017

年度信息公告

本信息公告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暂行管理办法》及《人身保

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所披露数据仅代表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敬请投保人注意投资

风险，并仔细阅读相关保险条款和产品说明书。

本信息公告报告期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一、 投资账户简介

依照中国保监会2005年12月9日颁发的《关于海尔纽约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设立投资连

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批复》， 本公司为从2007年9月起开始销售的财智人生投资连结保险和

从2007年11月起开始销售的生财智道投资连结保险设立投资连结成长型、 平衡型和稳健

型三个独立投资账户。

(一)� �成长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9月3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通过构建进取成长的证券投资基金组合，在有效分散证券市场风

险的前提下，进行高比例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配置，从而使投资者在承受一定风险的情况

下，有可能获得较高的资本利得。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50%-100%，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

市场投资工具比例为0%-5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

要风险。

(二)�平衡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11月1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长期稳定的投资原则，通过分散化投资、长期投资、在风险控

制的前提下， 构建稳健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固定收益产品组合， 力求为投资者提供长期、稳

定、均衡的投资回报。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公开发行上市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各

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比例为30%-70%，各类债券、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货币市

场投资工具比例为30%-7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基金市场风险、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

要风险。

(三)�稳健型投资账户

1.�账户设立时间：2007年11月1日

2.�账户特征

本账户的投资目标是依据保守投资的原则，通过综合运用各类债券、银行存款、货币市

场基金等货币工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构建稳健的货币市场投资组合，力求为投资

者提供稳健的、长期的投资回报。

3.�投资组合

●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会

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账户投资于各类债券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为50%-100%，银行存款、货

币市场基金和其他货币市场投资工具的比例为0%-50%。

●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限制。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

因素的影响，但债券市场风险和货币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二、 主要会计政策和估值原则

(一)� �记账本位币：所有投资账户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二)� �记账基础：所有投资账户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

(三)� �投资账户的估值原则：

1.�投资账户价值等于投资账户的总资产减去投资账户的总负债。

2.� 总资产价值等于投资账户中各项资产的价值之和，投资账户中的各项资产的价值

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监管规定予以评估。 现阶段各账户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定期存款、应收利息和其他应收款六类。 上述投资资产在取得后作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证券投资基金包括在沪、深两市公开挂牌交易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和在各基金管

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上市流通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其估值

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在封闭期内的，以取得时的实

际成本估值。

●债券指投资账户持有并准备随时变现的债券投资，包括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

债券投资。上市流通的债券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

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以债券公允价值估值。

3.�总负债包括应付管理费、已发生尚未支付的各类税费和其它应付款三类。 其它应付

款主要为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投资活动及资金转入或转出时所产生的时间差异，这部

分款项不计利息，但定期结算。

三、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 �简化的资产负债表

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资产

货币资金 26,180.63 4,664.76 25,567.23

债券投资 - - 9,934.93

基金投资 14,467,731.11 2,120,248.04 3,589,808.44

资产管理公司理财产品 1,927,477.7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200,210.00 2,800,440.00 3,000,300.00

应收利息 1,296.93 6,632.58 5,008.11

其他应收款 38,044.31 1,048.98 9,899.47

资产合计 18,733,462.98 6,860,512.15 6,640,518.18

负债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1,103,293.30 260,135.96 253,868.20

其他应付款 84,489.04 760.30 1,600.84

负债合计 1,187,782.34 260,896.26 255,469.04

净资产 17,545,680.64 6,599,615.89 6,385,049.14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净投入资金 18,000,008.68 1,796,241.95 1,777,612.40

累计已实现收益/亏损 -454,328.04 4,803,373.94 4,607,436.74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17,545,680.64 6,599,615.89 6,385,049.14

*� 独立账户持有人净投入资金等于独立账户持有人原始投入资金减去独立账户持有

人赎回资金。

(二)�投资收益表

2017年12月31日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成长型 平衡型 稳健型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收益 1,271,515.65 1,230,937.24 97,401.43

利息收入 29,310.81 21,941.52 33,749.43

小计 1,300,826.46 1,252,878.76 131,150.86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265,324.67 75,617.13 65,875.69

其它支出 - - -

小计 265,324.67 75,617.13 65,875.69

已实现净收益 1,035,501.79 1,177,261.63 65,275.17

(三)� �本报告期末的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表

单位价格（元） 单位数

成长型投资帐户 0.9743 18,008,368.74

平衡型投资帐户 1.3993 4,716,203.22

稳健型投资帐户 1.3736 4,648,388.52

四、 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以及历年的数据

(一) �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 （期末单位价格-期初单位价格）/期初单位价格×

100%

(二)�投资账户设立以来各年度的投资回报率

各年度投资回报率 成长型投资帐户 平衡型投资帐户 稳健型投资帐户

2017年 5.65% 21.25% 1.22%

2016年 -6.29% 5.01% 1.81%

2015年 26.15% 16.08% 9.49%

2014年 14.65% 24.16% 6.22%

2013年 2.47% -5.19% -1.69%

2012年 -0.14% 1.26% 6.82%

2011年 -25.58% -14.95% 0.86%

2010年 -5.89% -4.96% 2.74%

2009年 47.73% 27.85% 2.93%

2008年 -37.48% -20.51% 2.47%

2007年 2.78% -3.29% -0.14%

五、 报告期末投资资产的信息

1.�成长型投资账户

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混合型基金 9,453,337.19 50.64%

股票型基金 4,191,033.73 22.4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200,210.00 22.50%

货币型基金 823,360.19 4.41%

合计 18,667,941.11 100.00%

2.�平衡型投资账户

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货币型基金 2,120,248.04 30.96%

理财产品 1,927,477.79 28.1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00,440.00 40.89%

合计 6,848,165.83 100%

3.�稳健型投资账户

资产种类 净值（元） 占比

债券型基金 3,589,408.38 54.3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000,300.00 45.46%

债券 9,934.93 0.15%

货币型基金 400.06 0.01%

合计 6,600,043.37 100.00%

六、 报告期内资产托管银行变更情况

在本报告期内，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资产托管银行没有任何变动。

特此公告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