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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平安发展 保证收益 平安基金  平安价值增长 平安发展 保证收益 平安基金 平安价值增长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资产                   

流动资产                   

银行存款 3  1,437,200,000  172,500,000  563,500,000  22,069,464  1,469,200,000  124,500,000  563,500,000   20,000,000 

基金投资 4  2,601,449,963  -  1,761,234,636  66,255,317  1,411,759,132  -  1,854,724,097   40,508,524 

债券投资 4  2,551,010,187  -  683,022,315  
     

971,908,902    2,604,923,432  -  485,140,659   821,893,548 

股票投资 4     -  -  -  3,202,576  -  -  -  - 

应收利息 5  32,948,098  3,052,376  16,435,471  548,894  4,553,916  508,667  969,777   35,281 

买入返售证券 6  -  -  -  -  -  50,007,563  -   - 

内部往来 7  52,760,627  2,644,718  16,295,889  10,347,237  43,893,153  1,202,965  3,613,636   7,674,526 

其他应收款     
                         

-                  1,576,373  -  -   - 

存出证券交易保证金 8  509,947,444  39,161,728  93,451,459  8,898,082  103,962,810  2,573,048  130,121,512   11,021,408 
                    

资产合计   7,185,316,319  217,358,822  3,133,939,770  1,083,230,472  5,639,868,816  178,792,243  3,038,069,681   901,133,287 
                    

负债与投保人权益                   

负债                   

卖出回购证券 9  500,000,000  -  289,973,156  -  -  -  231,061,000   40,000,000 

其他应付款 10  149,233  -  210,465  397  15,890  -  268,224   6,247 

 负债合计 
 
 

 
 

 
500,149,233 

 
 

 
- 

 
 

 
290,183,621 

 
 397 

 
 15,890 

 
 - 

 
 231,329,224 

  

  40,006,247 
                    

投保人权益                   

转入资金 11  6,506,869,384  204,348,148  2,837,481,932  1,039,208,836  5,466,902,837  168,256,745  2,713,543,179   846,870,075 
期末未分配利润/（未
弥补亏损）    370,595,930  13,010,674  207,455,106  33,311,985  295,880,896  10,535,498  321,840,267  19,423,756 

未实现利得 12  (192,298,228)  -  (201,180,889)  10,709,254  (122,930,807)  -  (228,642,989)   (5,166,791) 
                     

投保人权益合计   6,685,167,086  217,358,822  2,843,756,149  1,083,230,075  5,639,852,926  178,792,243  2,806,740,457   861,127,040 
                    

负债及投保人权益 
合计   7,185,316,319  217,358,822  3,133,939,770  1,083,230,472  5,639,868,816  178,792,243  3,038,069,681   901,13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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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平安发展投资

账户   保证收益投资账户   
平安基金投资账

户   
平安价值增长投资

账户 

          

投资业务收入          

基金投资收益 13  15,628,575  -  (122,705,352)  788,485 

债券投资收益 13  64,299,903  -  11,046,105  18,279,390 

股票投资收益 13  -  -    130,181 

利息收入   33,216,378  2,862,959  15,775,868  577,854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  192,608  -  - 

          

   113,144,856  3,055,567  (95,883,379)  19,775,910 

          

投资业务支出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1,423,311)  -  (1,598,793)  (233,713)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14  (36,509,806)  (580,391)  (16,801,638)  (5,711,036) 

其他支出   -  -  -  (644) 

营业税金及附加   (994,892)  -  (244,330)  (16,288) 

          

   (38,928,009)  (580,391)  (18,644,761)  (5,961,681) 

          

本期投资利润   74,216,847  2,475,176  (114,528,140)  13,814,229 

加：其他业务收入   498,187                    

-   

 142,979  74,000 

          

本期营业利润   74,715,034  2,475,176  (114,385,161)  13,88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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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平安世纪理财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投资连结保险 

平安发展 保证收益 平安基金 平安价值增长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 

转入资金 11         

年初余额   5,466,902,837  168,256,745  2,713,543,179  846,870,075 

本年增加/（减少）数   1,039,966,547  36,091,403  123,938,753  192,338,761 

期末余额   6,506,869,384  204,348,148  2,837,481,932  1,039,208,836 

              

未分配利润/（未弥补亏损）          

年初余额   295,880,896  10,535,498  321,840,267  19,423,756 

本年营业利润/（亏损）   74,715,034  2,475,176  (114,385,161)  13,888,229 

期末余额   370,595,930  13,010,674  207,455,106  33,311,985 

          

未实现利得 12         

年初余额   (122,930,807)  

                         

-  (228,642,989)  (5,166,791) 

本年增加/（减少）数          (69,367,421)  

                         

-    27,462,100  15,876,045 

期末余额   

 

(192,298,228) 

                          

- 

  

(201,180,889) 

 

10,709,254

          

投保人权益合计   6,685,167,086  217,358,822  2,843,756,149  1,083,23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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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下设四

个投资账户：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平安发展投资账户(以下简称“发展账户”)、平安
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保证收益投资账户(以下简称“保证账户”)、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
保险平安基金投资账户(以下简称“基金账户”)及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平安价值增长
投资账户(以下简称“价值账户”)。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是依照中国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保监会”）《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和平安世
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的有关条款，并经向保监会报批后设立。除保证账户的投资范围限制在
银行存款和现金拆借外，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其他投资账户的投资对象为银行存款、
中国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证券投资基金、债券及保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2. 主要会计政策 
 
(1) 编制基础 
 
 本会计报表是根据保监会颁布的《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以及财政部颁布的《保险公
司投资连结产品等业务会计处理规定》的要求而编制。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会计报表编制基础为: 
 
资产及负债类 

 
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资产负债表中的银行存款、基金投资、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应收利息、买入返售证券、存出证券交易保证金等是通过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
资连结保险独立投资账户核算的基本财务信息编制。资金在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及非投资
账户之间的划转通过内部往来科目核算。负债为卖出回购证券、应付利息和应付管理费等，
而投保人权益包括保户转入投资账户资金、累计投资损益及未实现利得。 

 
 
 损益类 
 
 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收益表中的投资业务收入为基金、债券及股
票投资收益(基金分红收入、基金买卖差价收益、债券利息收入、债券买卖差价收益、股票
分红收入、股票买卖差价收益)、利息收入及买入返售证券收入，按发生额及本公司平安世
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独立投资账户核算的基本财务信息编制。投资业务支出中卖出回购证券
支出是指卖出回购证券过程中的手续费及利息支出；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按照平安世纪理财
投资连结保险有关条款规定及计提方法计算并入账；营业税金及附加根据税法和平安世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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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投资连结保险产品投资账户实现的应税投资收益等计缴及核算。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债券
承销手续费收入，按发生额及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独立投资账户核算的基本财
务信息编制。 

(2) 会计期间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的会计年度自公历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本会

计期间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3) 记账原则和计价基础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原则。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

险投资账户的各项资产以市价法计价，其中除开放式基金以外的任何上市流通的有价证
券，以其在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场
收盘价估值；开放式基金以其公告的基金单位净值估值；募集期内的证券投资基金，按成
本估值。成本与市价的差异计入“未实现利得”账户。 

 
(4) 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 
 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以市价法计价。初始投资成本包括购入基金、债券及股票实际支付的
价款，以及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
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投资成本。于估值日，基金、债
券及股票投资分投资类别计算市价。成本与市价的差异计入“未实现利得”账户。 

 
(5) 收入的确认 
投资业务收入主要包括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利息收入和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为基金分红收入，基金买卖差价收入、债券利息收入、债券买卖
差价收入、股票分红收入及股票买卖差价收入。基金分红收入于除息日确认，按基金公司宣
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入帐；股票分红收入于除权日确认，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
息比例计算的金额入帐；基金、债券及股票买卖差价收入于实际成交日确认，并按扣除相关
费用后实际应收取的全部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入账；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 债券利息收
入逐日计提，并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入账。对于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的
债券利息收入，于确认债券投资收益时，按应收债券利息扣除已计债券利息的差额入账。 
 
利息收入为银行存款及保证金存款的利息收入，于估值日按本金、适用利率和时间比例的方
式计提入账。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在持有期内采用直线法于估值日计提，并按计提的金额入账。 
 

(6)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债券承销手续费收入，于收到时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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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买入返售证券 
买入返售证券是指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而融出的资金，按实际支付的成本入账，并在证
券持有期间采用直线法逐日计提买入返售证券收入计入当年损益。 
 
(8)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在卖出期内采用直线法于估值日计提，并按计提的金额入账。 
 
(9)  营业税金及附加 
 
营业税金乃按税法规定就证券买卖差价等收入按适用的税率 5%征收。营业税金附加包括城
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附加费等，乃按营业税之一定比例计缴。 

 
(10) 投资组合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按照保监会《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
法》、《投资连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保险公司投资于单一基金占可投资于
基金的资产比例、投资于单一基金占该基金份额的比例、投资账户投资于国有商业银行存款、
国债资金的比例以及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产品说明书中列示的投资组合限制等进行
投资组合。 

 
  

3.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主要为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存放于银行的资金。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之银行存款绝大部分为定期存款，定期银行存款期限为 3个月至 71个月，年利率为 1.71 
%至 5.50%。 

 
4.  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 

 
 发展账户基金及债券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亏 

    
基金投资      2,792,524,

037 2,601,449,963 (191,074,074) 

债券投资 2,552,234,341 2,551,010,187 (1,224,154) 

    

 5,344,758,378 5,152,460,150 (192,29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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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账户的基金及债券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亏 

    
基金投资       1,968,261,

008 1,761,234,636 (207,026,372) 

债券投资 677,176,832 683,022,315 5,845,483 

    

 2,645,437,840 2,444,256,951 (201,180,889) 

 
价值账户的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明细情况如下：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成本 市值 浮亏 

    
基金投资            73,4

71,297 66,255,317 (7,215,980) 

债券投资          954,42

9,761 971,908,902 17,479,141 

股票投资 2,756,483 3,202,576 446,093 

    

 1,030,657,541 1,041,366,795 10,709,254 

    
 

本公司的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于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的市值是根据本会计期间最后交易日的
市价而计算的。 
 
5.  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为本公司截止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应收未收
的银行存款利息、证券交易保证金利息、买入返售证券利息及债券利息等。 

 
6.  买入返售证券 
 
 买入返售证券皆为进行证券回购业务而融出的资金。 
 
 
7.  内部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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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往来主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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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往来款项不计利息，但会定期结算。 

 
 

 
8.  存出证券交易保证金 

 
 存出证券交易保证金主要为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存在本公司之关

联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交易账户之证券买卖交易保证金。 
 
9.  卖出回购证券 

 
账户名称 类别 期限 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 

发展账户 B-014 十四天回购 500,000,000 
    

基金账户 B-060 六十天回购 120,000,000 

 R-014 十四天回购 49,991,306 

 R-028 二十八天回购 119,981,850 

 合计  289,973,156 

 

10. 其他应付款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本公司于本期间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应付未付的卖出
回购证券利息。 

 
11. 转入资金 
转入资金反映自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建账日起，保户缴纳平安世纪理财投
资连结保险的保费中转入各投资账户的净累计资金。 
 

12未实现利得 
未实现利得为本公司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于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对投资资
产进行估值时，投资资产估值额与其账面成本之差额。 

 
 

13.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亏损）基金、债券、股票投资收益/（亏损）为本公司平安世
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各投资账户投资于基金、债券及股票所获的投资收益。 

 

发展账户基金、债券投资收益/（亏损）明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净资产变动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益 24,676,567 
基金买卖差价亏损 (9,047,992)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15,628,575 

  
债券利息收益 45,665,547 
债券买卖差价亏损 18,634,356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64,299,903 
 

基金账户基金、债券投资收益/（亏损）明细: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

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益 36,709,184 
基金买卖差价收益 (159,414,536)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122,705,352) 

  
债券利息收益 6,490,403 
债券买卖差价亏损 4,555,702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11,046,105 

 

债券利息收益 18,040,156 
债券买卖差价亏损 239,234 

债券投资收益合计 18,279,390 

价值账户基金、债券及股票投资收益（亏损）明细: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基金分红收益 1,016,742 
基金买卖差价亏损 (228,257)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788,48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 
净资产变动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间 
 

人民币元 
   

 

 

 
 
14.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是本公司根据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的保单条款而向保户收取的投资
账户资产管理费。于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本公司在每个估值日收取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其收取的最高比例为每月不超过投资账户资产最高值的 0.2%(即年率为 2.4%)。本期间本公司向
平安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收取的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费率如下(以年率计)：保证收益
帐户 0.6％，其他帐户为 1.2％。 
 
 
15.关联方交易 
本公司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中的基金、债券及股票买卖交易均通过平安证券在证券交易所的席
位进行。平安证券按正常商业条款向本公司收取证券买卖佣金。 

 
 

 
  
股票分红收益 130,181 

股票投资收益合计 130,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