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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递

“艺术社区创作营” 开幕

6月5日,首届“艺术社区创作营”

活动在北京22院街艺术区举行。 来自

中国、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十二位艺术家参与其中。 该活动以“字

元” 为创作主题，艺术家们对“字元”

做出各自独到的阐释。该活动囊括了装

置、行动绘画、影像、设计、雕塑、景观等

多种艺术类形。

何谓 “字元” ？ “字” ， 文字也；

“元” ，始也。 文字之始源，亦是文化之

始源。 字元理论的最大优势是包容“汉

字” ，确立以汉字为主、兼容他文的世

界性艺术新观念。字元美学的研究对象

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字美学，任何人都可

以参与其中。

无名者的生活

李津三十年

“无名者的生活———李津三十

年” ，将于2015年9月10日在龙美术馆

（浦东馆）开幕。

李津1958年出生于天津，1983年

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 上学

期间，他开始关注新美术思潮，于80、

90年代多次赴藏创作“西藏组画” ，并

参与“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 和“89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等展览，是“85新

潮美术运动” 的重要艺术家之一。从上

世纪90年代起， 李津开始 “胡同市

井” 、“练功” 、“动物” 以及“饮食男

女” 等系列创作。作品主题越来越日常

生活化的同时， 也找到了水墨传统在

当代的切入点。

“矛盾寓言” 、

“乌有之城” 双个展

日前，“矛盾寓言———张宇飞个

展”与“乌有之城———Peter� Le独立项

目”在应空间开幕。 同时展出的还有王

小伟的影像作品。

应空间一层是张宇飞的个展，这

也是他2014年从川美毕业后的首次

个展。 他的作品，尤其是联画，在叙

事中发表辩证的见解， 作品的诞生

往往来源于用直觉和联想作用在身

边随处可见的素材上。 二层的独立

项目展出Peter� Le的摄影作品。 对

于环境问题的追问一直是Peter创作

的核心。 他熟稔绘画与电影语言，而

摄影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此次展览

中的绘画、摄影、影像共同构成应空

间的主体。

观潮

《本草纲目》金陵本400年风雨传奇

□

毕武英

本周末， 随着北京保利和北京匡

时相继举槌， 持续近一个多月的京城

春拍进入尾声。 而在南方，西泠拍卖由

于征集到《本草纲目》祖本，掀起新一

轮拍卖热潮。

《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医药史上

卷帙最长、 内容最丰富的药学巨著，

2011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即

将于7月初现身西泠春拍的一部“金陵

本”《本草纲目》， 是这部名著成书后

的第一个刻本，于李时珍在世时主持刊

刻，多能体现著者本人原意，图例也均

为李时珍及其子所作。 全书共52卷，此

本存42卷，保存完好。

十年求一序

李时珍， 字东璧， 出身于医学世

家。 有考证说，他的祖父就是当地一位

颇具影响的儒医。 他的父亲李言闻曾

担任太医院吏目， 有很高的才华和医

学成就。 李时珍从小受家庭熏陶和严

格教育，14岁便考取秀才。在幼年的学

习生活中，他对医学产生浓厚兴趣，但

他的仕途不顺，几年间曾3次赴武昌参

加乡试而未果。

公元1552年，李时珍开始写《本

草纲目》， 这一写就写了27年。 1578

年， 已过花甲的李时珍对完成的著作

又进行3次修改，最后定稿。 定稿之后，

他在儿子的陪伴下，先到黄州府，后到

武昌、南昌官府，均找不到肯接受刻印

的商人，而当时黄州、武昌官府人员不

仅不肯出资付梓，而且就《本草纲目》

中反神仙道教的内容， 对李时珍进行

凌辱，并扬言要吊打李时珍父子。 《本

草纲目》的出版虽然遇到困难，但是却

被广泛传抄， 一些有识之士提醒李时

珍，“即使再好的书， 如果没有名家的

赞许与官府的支持， 书商是不敢贸然

承担风险的。 如果能请当时文坛巨匠

王世贞作序，《本草纲目》就会引起朝

野重视，顺利出版” 。

1580年9月，李时珍自南京顺江而

下，来到江苏太仓的直塘，拜会王世贞，

向王表示了“愿乞一言，以托不朽” 的

意思，但此时的王世贞正迷恋于道家养

生成仙术，特别反感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对方士的驳斥。 李时珍力劝王世

贞不要迷信，以免误伤身体，王世贞不

仅不听劝告， 反而与李时珍发生争执。

李时珍看到无法求得王世贞写序，心情

沉重，感到刻书渺茫，于是在南京开始

悬壶行医。 由于李时珍的高超医术，很

快在金陵赢得名声。

1589年，王世贞任南京刑部尚书，

上任后的王世贞， 耳闻朝野内外不时

议论曾求序于他的李时珍， 便找到民

间传抄的《本草纲目》部分卷本，细心

研读，深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所言

确乃“帝王之秘录，臣民之重宝” 。 于

是托人请李时珍给自己治病。1590年，

李时珍再次拜会王世贞， 他不仅给王

世贞治好了因迷恋仙术给身体造成的

疾病， 而且感动了王世贞这位文坛巨

匠，王世贞欣然为《本草纲目》写序，

称《本草纲目》“博而不繁，详而有要，

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实性理之精微，

格物之通典” 。 这时，距离李时珍第一

次向王世贞求序，已整整过去10年。

由于王世贞对《本草纲目》的推

崇，金陵书商胡承龙决定出版这部书，

1593年(明万历21年)，这部历史性的医

学巨著终于雕刻完成，但在印刷前夕，

李时珍离世了。 1596年，《本草纲目》

在南京正式出版，世称“金陵版” 。 当

年11月， 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带着这

部巨著和父亲生前留下的遗表觐见神

宗皇帝，神宗亲批“书留览，礼部知道，

钦此” 的圣旨，《本草纲目》的流传再

也没有任何阻碍了。

版本之谜

专家介绍，首次出版的金陵本究竟

印了多少册，已经无从考证，但目前存

世的数目至少有7部却是肯定的： 中国

两部，分别藏于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

和上海图书馆、日本3部、德国1部、美国

1部(此部为日本学者森立之的批校本，

尤为珍贵。 原存于北京图书馆，抗战时

期被移往美国，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

400多年前， 金陵本问世不久就引

起当时社会的热切关注。l601年，江西巡

抚夏良心发现“《本草纲目》一书，大有

裨于生人，非特多识资也” ，但“初刻本

未工，行之不广” 。 于是决定重刻出版。

1603年，新版《本草纲目》问世。 无论刻

工还是插图，都较金陵本有很大的进步。

这第二个版本， 就是对后世影响较大的

“江西本” 。接着，不断有新版出现，代表

性较强的如1640年杭州钱蔚起本 (简称

“钱本”或“杭州本” )、1885年合肥张绍

棠本(简称“张本”或“合肥本” 、“味古

斋本” )。 到2002年止，各种版本已超过

百种， 大致每隔五六年就有一个新版本

出现。 此外，后世又有许多《本草纲目》

的简编本、改编本及补编本问世，著名的

如张三锡的《本革选》(又名《本草发明

切要》)、倪朱谟的《本草汇言》、郭佩兰

的《本草汇》、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

遗》、汪昂的《本草备要》、张璐的《本经

逢原》等，据粗略统计约280多家。 一本

医学著作能以如此之多的版本出现，实

属罕见。

《本草纲目》 的后来版本基本是

以江西、杭州、合肥三个版本为母系

统的，或者说是由这三个版本派生出

来的：明代的版本大都是以江西本为

底本，清代的版本大都以杭州本为底

本，清代后期的版本大都以合肥本为

底本的。 作为母系统的这三个版本，

虽然各有所长，但除江西本与金陵本

比较接近外，其它两个版本都与原著

有较大的差异，它们三者毕竟都不是

《本草纲目》的初刻本。 作为《本草纲

目》最原始刻本的金陵本，虽然存在

不圆满处， 却最能体现李时珍的原

意。 然而自江西本出版之后，金陵本

逐渐销声匿迹。

即将于7月亮相西泠春拍的这件

《本草纲目》金陵本，经过400年的岁

月辗转，保存下来全书52卷中的42卷，

虽然并不完整，但遗留下来的部分，品

相十分完好， 也是民间可以流通的极

为稀有的一部巨著。

圈点

微信朋友圈里那些艺术事

艺术应尊重原创

□王宁

艺术需要原创性与独创性， 这是毋庸

置疑的，但在网络时代的当下，却还是会有

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人， 企图利用信息不

对称，进行艺术创作上的“视觉造假”。

关于艺术的模仿或者借鉴， 在当代

艺术领域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隐秘的话

题。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也就是中

国当代艺术刚刚进入萌芽期时， 对于西

方艺术的借鉴就已经普遍存在， 尤其是

在今天已经被奉为“巨星”的艺术家群体

里， 多数都有着一段模仿西方现代主义

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经历。当然，在当

时那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年代里， 这样

的做法非但不会引来非议， 相反却给艺

术家带来了极高的艺术声誉和现实利

益。 比如罗中立赖以成名的《父亲》正是

在看过照相写实主义的作品之后， 才有

了这样的技法上的创作， 而何多苓的许

多作品则受了怀斯的直接影响。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属于她自己

独有的时间魅力， 这种魅力不会因个

人意志而发生偏移，但若当时代进步，

历史更迭之后， 原有的时代产物也将

会随着时间流转而成为尘封的记忆。

不过，当下的艺术圈里，却仍旧有着

那么一些人， 希望用上一个历史时期的

产物来作为当下艺术创作的一种捷径。

如果说，上个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当

代艺术群体中的集体借鉴是一个新兴

的艺术族群，在前行道路上所必须经历

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当下已经具备普

遍自我创作意识的中国年轻艺术家群

体当中，这种对于外来艺术样式的借鉴

或者模仿已经不再是一种潮流，反而是

一种应该被摒弃的陋习。但在当下年轻

艺术家群体里， 仍旧有一群固执的人，

在借鉴，在模仿，甚至是在简单且粗暴

地抄袭他人的艺术成果。

在前不久的一条新闻中，年轻艺术

家邹荃就因为作品存在较为明显的图像

上的抄袭而陷入网络攻击。 在已经公布

的一部分信息当中，邹荃所创作的作品

在人物形象上与俄罗斯美术家

Marina

Bychkova

的瓷娃娃作品存在高度相似

性，而在后续的文章爆料中，邹荃也承认

了其在创作中对于瓷娃娃作为创作素材

进行了形象上的参考， 但他并不认为是

抄袭，反而称其刻画的人物形象是“自我

内心的写照， 它可能呈现了不同层面的

我”。 但当他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时，又

说出了另一番话，“自己后面想完全脱离

它，但又特别不想舍弃，我认为画上不影

响，现在也不是素材的问题，是自己的语

言还不够突出。 ”

作品是否存在艺术家的个人语

言特质是判定一件艺术作品是否存

在抄袭嫌疑的最好办法，但多数看过

邹荃作品的人却并未从中看出任何

有超越瓷娃娃原型之处的个人艺术

语言。 显然，这种行为已然构成了对

原作品的抄袭。 此前，邹荃就已经利

用该种形象的作品参评某艺术评选

活动， 并获得一定物质上的奖励，而

此后，邹荃也一直在进行这一系列作

品的销售，从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模

仿作品在商业行为上的牟利，已经违

背了版权法的相关规定。

在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有明确界

定：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在下列情况

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标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

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 为个

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

发表的作品……（十）对设置或者陈列

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

摹、绘画、摄影、录像。

依照这一规定，艺术家邹荃的这一

做法显然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中对于免

费使用他人作品的范畴， 已经构成了对

于原作者的侵权。不久前，已有媒体将这

一事件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俄罗斯艺术家

Marina Bychkova

， 但目前还尚未有俄

罗斯方面的反馈，但不管最终结果如何，

这样的行为都不被鼓励和支持。

2014年年度信息公告

投资账户一

(一)�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二)�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三)�账户特征：积极进取型

(四)�资产配置目标：65％权益类资产，25％固定收益类资产，

10％流动性资产

(五)�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资金将积极参与基金市场运作，力求

获得高于基金市场平均收益的增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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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

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低于本账户资产总

值的 3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七)�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投资、

成长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通过积极参与基金市场的

运作，力争获取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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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二

(一)�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二)�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三)�账户特征：稳健平衡型

(四)�资产配置目标：30％权益类资产，50％固定收益类资产，

20％流动性资产

(五)�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在控制

投资风险并保持账户投资组合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 力求

获得账户资产长期稳定的增长。

(六)�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银行存款、债券，以及

中国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2)�本账户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

值的 60%；

3)�本账户投资于国债及国有商业银行存款的比例不低于本

账户资产总值的 20%；

4)�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七)�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稳健投资、

长期投资的投资策略。账户管理人通过积极投资，力争获取

超过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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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市场

风险和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三

(一)�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二)�设立时间：2002 年 3 月 22 日

(三)�账户特征：低风险、中收益，高流动性

(四)�资产配置目标：30％固定收益类资产，70％流动性资产

(五)�资产配置原则：本账户综合运用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投资

工具，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力求获得高于同期银行存

款的稳定回报。

(六)�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回购和银行存款，以及中国保监

会允许投资的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其他投资工具。

2)�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七)�投资策略：本账户在保证本金安全和高度流动性的基础上，

通过对宏观经济走向、货币政策、利率走势的判断，合理安

排各类资产的比例和期限， 以实现利息收入和资金使用效

率的最大化。

(八)�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政治经济风险、利率

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利率风险和通货

膨胀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投资账户四

(一)�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二)�设立时间：2011 年 11 月 16 日

(三)�账户特征：激进型

(四)�投资策略：本账户在承担较高投资风险的基础上，主要投资

于证券投资基金，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获取高水平的长期

资本增值。

(五)�资产配置比例：90％权益类资产，10％流动性资产

(六)�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和流动性资产，其中，权益

类资产包括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 流动性资产包括活期存

款、回购、期限在 1 年以下（包括 1 年）的短期国债、短期金

融债、短期央行票据和货币市场基金等。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本投资账户资产

总值的 80%，最高可达 10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限制。

(七)�投资策略：本账户秉承以研究为本的投资理念和积极的投

资策略。通过积极投资参与基金市场的运作，力争获取高于

比较基准的收益率。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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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14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定期存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红利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证券

资产合计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独立账户管理费

应付独立账户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独立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26,649,052

80,000,000

919,326,888

801,328,926

117,997,962

3,250,265

-

3,116,506

116,898

-

1,032,459,609

5,867,722

-

254,647

7,878,640

2,181

14,003,190

1,018,456,419

777,262,929

241,193,490

1,018,456,419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2,648,871

20,000,000

287,186,670

164,314,960

122,871,710

5,591,241

-

1,581,521

8,799,054

38,000,000

363,807,357

904,360

-

90,440

1,598,842

562

2,594,204

361,213,153

295,404,465

65,808,688

361,213,153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13,776,042

-

-

-

-

141,441

-

1,068,721

-

39,000,000

53,986,204

323,828

-

12,749

9,789

76

346,442

53,639,762

49,397,313

4,242,449

53,639,762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5,151,675

-

67,891,535

67,891,535

-

1,771

-

509,202

15,517

-

73,569,700

447,277

-

19,366

773,166

61

1,239,870

72,329,830

56,851,205

16,478,625

72,329,830

2014年年度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 12月31日止期间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3,579,924

4,707,869

170,065,533

132,672

171,326,150

14,915,820

994,388

8,401,298

757,584

25,069,090

146,257,060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11,664,780

1,228,843

30,609,214

614,129

44,116,966

5,209,666

347,311

2,188,982

65,383

7,811,342

36,305,624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

47,568

6,081

1,414,365

1,468,014

178,001

35,600

79,721

32,499

325,821

1,142,193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4,653,692

97,976

12,944,589

8,285

17,704,542

1,783,549

89,177

1,011,903

173,446

3,058,075

14,646,467

(一)��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2005/01/01-2005/12/31

2006/01/01-2006/12/31

2007/01/01-2007/12/31

2008/01/01-2008/12/31

2009/01/01-2009/12/31

2010/01/01-2010/12/31

2011/01/01-2011/12/31

2012/01/01-2012/12/31

2013/01/01-2013/12/31

2014/01/01-2014/12/31

工银安盛卓越

投资账户

4.84%

80.79%

84.83%

-34.37%

43.33%

2.05%

-17.46%

5.5%

6.01%

15.74%

工银安盛稳健

投资账户

6.11%

35.84%

43.09%

-17.17%

17.99%

3.02%

-8.85%

3.46%

2.04%

10.77%

工银安盛安心

投资账户

0.33%

0.40%

2.93%

1.42%

0.59%

0.97%

2.31%

2.73%

2.49%

3.23%

工银安盛进取

投资账户

-0.29%*

-0.24%

4.31%

19.2%

*注：自账户设立日起

投资回报率

(二)�投资连结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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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债券指本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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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按如下原则进

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跃

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

本与利息估值;

4)�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

其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

公允价值，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

格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

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

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

按合同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

卖出价差价收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

的款项作为投资成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

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三)�投资连结保险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债券资产组合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债券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政府债券

企业债券

金融债券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24,631,942

93,366,020

117,997,962

账面价值

59,803,370

12,601,270

50,467,070

122,871,710

占比

20.87%

79.13%

100%

占比

48.67%

10.26%

41.07%

100%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的所有债券均为 AAA级。

(五)�本报告期末， 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基金资产组合

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货币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股票型基金

混合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514,038,171

233,597,068

53,686,184

7,503

801,328,926

账面价值

92,421,107

35,421,640

36,472,213

164,314,960

账面价值

48,611,743

19,279,791

67,891,535

占比

64.15%

29.15%

6.70%

0.001%

100.00%

占比

56.25%

21.56%

22.20%

100%

占比

71.60%

28.40%

100%

(六)�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的管理费如下：

工银安盛卓越投资账户 14,915,820 元

工银安盛稳健投资账户 5,209,666 元

工银安盛安心投资账户 178,001 元

工银安盛进取投资账户 1,783,549 元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中没有任何投资政策

的变动。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 2014年托管银行为中国工商银

行上海市分行。

(八)�托管银行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六月六日

一、 投产帐户简介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本信息公告是依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变额年金保险管理暂行办法》及《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编制并发布)

(一)�投资账户名称：工银安盛和谐投资账户

(二)�设立时间：2011 年 6 月 21 日

(三)�账户特征：平衡型

(四) �资产配置：25％权益类资产，65％固定收益类资产，10％流

动性资产

(五)�投资策略：本账户奉行稳健、长期的投资原则，通过降低投

资账户波动、控制投资账户风险，力求获得中长期稳定的投

资收益。

(六)�投资工具及投资比例：

1)�本账户可投资于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和流动性

资产。

2)�本账户投资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不高于本账户资产总值

的 60%。

3)�本账户投资将遵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

限制。

(七)�投资风险：本账户的投资回报可能受到经济风险、市场风

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多项风险因素的影响，但市场风

险和利率风险是影响本账户投资回报的主要风险。

2014年年度信息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变额年金保险投资账户

一、 投产帐户简介

二、 投资账户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三、 投资账户披露信息

四、 其他信息

2014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二)�变额年金保险账户资产估值原则

1.�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和债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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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基金和在各个基金管理公司及代理机构交易的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债券指本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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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账户的下列资产应于合同约定的计价日， 按如下原则

进行估值：

1)�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其在活跃

市场中的报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估值；

2)�投资账户持有的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

估值;

3)�投资账户持有的处于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其成

本与利息估值;

4)于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债券根据市场参与者以询价方式与

其选定的交易对手逐笔达成交易的价格为基础估值。

5)�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

价值，本公司应根据具体情况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2.��交易类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计价；卖出时成本

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

2011/6/21-2011/12/31

2012/1/1-2012/12/31

2013/1/1-201312/31

2014/1/1-2014/12/31

-4.05%

3.02%

-2.8%

20.71%

(一)�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如下：

3.�买入返售证券为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上以合

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于到期日再按合同或

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 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价收

入的业务。 按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投资成

本。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证券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

(三)�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回报率的计算公式

投资回报率 =(期末卖出价 -期初卖出价)/期初卖出价 X100%

(四)�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债券资产组

合如下：

政府债券

债券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40,146,640

40,146,640

占比

100%

100%

本公司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投资的所有债券均为

AAA级。

(五)�本报告期末，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基金资产组

合如下：

股票型基金

基金资产合计

账面价值

50,342,702

50,342,702

占比

100%

100%

(六)�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的管理费为：

795,632元。

(七)�投资账户投资政策变动

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中没有任何投

资政策的变动。

(八)�托管银行

变额年金保险工银安盛和谐账户 2014 年资产托管银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

于本报告期，变额年金保险收取的保证利益费用为 2,123,068元。

特此公告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六月六日

资产

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中：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应收利息

应收申购款

其他应收款

资产合计

14,863,167

90,489,343

50,342,703

40,146,640

410,848

6,316,376

52,504

112,132,238

负债

应付赎回款

应付资产管理费

应付资产托管费

应交税金

其他应付款

负债合计

净资产

638,972

-

21,900

834,484

423

1,495,777

110,636,459

账户持有人权益

账户持有人投入资金

累计已实现损益

账户持有人权益合计

97,332,812

13,303,647

110,636,459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2014年年度投资收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经营收入

证券投资损益

利息收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50,191

1,444,933

16,296,197

81,181

17,972,502

2014年 1月 1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期间

经营支出

独立账户管理费

独立账户托管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其他支出

已实现净损益

795,632

79,563

848,932

43,567

1,767,694

16,204,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