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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
海外经济：

* 在疫情的影响下，美国4月新增非农就业人数骤降，减少2050万；4月美国失业率大幅
上升至14.7%；美国4月制造业PMI指数由49.1下降至41.5；CPI同比涨幅骤降至0.3%
，核心CPI同比上涨1.4%。欧元区4月制造业PMI继续大幅下降至33.4；4月CPI同比增
速继续回落至0.4%，核心CPI增速小幅降至0.9%。新冠肺炎疫情对海外经济的影响已
在4月的数据中明显体现，在3月紧急降息后，美联储4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欧洲
央行4月议息会议宣布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并将进一步放松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s）
的条件。

国内经济：
* 国内经济在4月继续明显恢复，各项数据继续改善。从生产端来看：4月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回升转正至3.9%。需求端：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10.3%，与1-3月相比
回升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同比-18.8%，基建投资同比-11.8%，房地产投资同
比-3.3%，体现出一定的韧性。4月社零消费增速降幅收窄至-7.5%，其中必需消费仍然
较强，可选消费降幅收窄。4月CPI同比回落1个百分点至3.3%，肉类价下跌有一定贡献
。油价的影响继续发酵，4月PPI再次下滑至-3.1%；4月新增社融3.09万亿元，同比多
增1.42万亿，金融体系仍在大力支持实体经济。

二、 股票市场
* 2020年4月，截止月底上证综合指数月度变化3.99%，深证成分指数月度变化7.62%，

创业板综指数变化7.37%。

指数名称 涨跌幅[%]
成交量

[百万]

成交金额

[百万]
换手率[%]

上证指数 3.99 471037.92 5066189.26 13.02

深证成指 7.62 745296.30 8095572.95 32.16

沪深300 6.14 224306.36 3393125.33 8.07

创业板综 7.37 196531.53 2688076.81 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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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定收益市场

债券发行同比上涨
* 4月份，全国债券市场新发债2280只，发行总量为34228.50元，同比上涨30.24%。其

中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新发债263只，发行16087.09亿元，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47.00
%；上海清算所登记新发债1258只，发行13122.72元，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38.34%
；交易所登记新发行债券共计759只，发行5018.69亿元，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14.66
%。

货币市场利率有所下行
* 4月份，货币市场资金利率继续大幅下行。具体来看，银行间回购R01D品种平均利率

较上月下行32BP至1.0532%，每日平均成交量32286.97亿元，环比增长9.20%；R07
D品种平均利率较上月下行48BP至1.5772%，每日平均成交量3785.84亿元，环比增加
108.39%。

债券交易量同比增长
* 4月份，全国债券市场22个交易日共发生现券和回购交易156.55万亿元，同比增长40.8

3%。其中，中央结算公司结算99.44万亿元，同比增长44.28%，占全市场的63.52%；
上海清算所结算33.71万亿元，同比上涨52.20%，占全市场的21.53%；上海和深圳交
易所成交23.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46%，占全市场的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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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金市场
封闭式基金

* 4月份，封闭式基金整体平均变动6.47%。自年初以来，封闭式基金平均变动-0.63%。

开放式基金
* 4月份，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依次变动为5.68%、6.3%、5.58%;自年

初以来，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依次变动5.09%、2.00%、-0.32%.

债券型基金
* 4月份，债券型基金平均变动1.25%。自年初以来，债券型基金平均变动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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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投连积极进取

账户基本信息

账户名称 投连积极进取 投资目标
设立日期 2007/09/12 在较高风险水平下实现收益最大化。

币种 人民币 投资范围

管理费 2.00% 每年 该账户主要投资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固定收益证券（国债，金融债，
AA级以上的企业债等），存款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可投品种。

最新价格 (2020/04/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0.8958 该账户投资风格为激进型，收益率波动大，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强的投资

者。卖出价 0.8783

投资业绩

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 最近1年 年初至今 自产品成立

产品净值涨幅 6.31% 3.80% 25.23% 5.38% -12.18%

上证国债指数 0.75% 2.56% 6.21% 3.06% -

沪深300指数 6.14% -2.28% -0.02% -4.49%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组合回顾及未来策略:

权益：4月欧美疫情有所缓解，但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疫情加剧，但随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各国稳经济的
压力陡升，多国都明确开始在5月解除封锁逐步复工，国内经济看中观数据生产恢复较快，并且随着财政和
货币政策的逐步落地，经济最差的点正在逐步过去，但由于疫苗没有出现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还将在底部
区域徘徊；持续走低的利率虽然有利于权益长期估值中枢的提升，但短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较差的经济数
据依然压抑短期权益的估值，因此我们整体对市场的看法是依然维持底部区域的振荡，但结构性机会仍在
。因此我们将保持中低的权益仓位比例，看好的品种主要是类债券属性的高分红类资产；代表未来经济转
型方向的TMT，受疫情影响不大的食品饮料、医药和医疗服务；以及具备市场控制力的周期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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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投连增长

账户基本信息

账户名称 投连增长 投资目标
设立日期 2004/09/30 在中等偏高的风险水平下实现中长期收益最大化。

币种 人民币 投资范围

管理费 1.50% 每年 该账户主要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固定收益证券（国债，金融债，
AA级以上的企业债等），存款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可投品种。

最新价格 (2020/04/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3.6973

该账户投资风格为中等偏激进型，收益率波动性较大，适合风险承受能
力较高的长期投资者。

卖出价 3.6248

一生中意 3.6248

投资业绩

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 最近1年 年初至今 自产品成立

产品净值涨幅 6.48% 6.76% 15.28% 6.57% 252.12%

上证国债指数 0.75% 2.56% 6.21% 3.06% -

沪深300指数 6.14% -2.28% -0.02% -4.49%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组合回顾及未来策略:

权益：4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快速传播，但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应对措施，疫情的发展得到了一
定的控制。由于美联储及白宫为了应对经济暂停出台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大大提升了市
场的风险偏好，全球股市都出现明显反弹。由于国内应对疫情更为得力，经济的恢复也最为确定，权益保
持较高仓位。 固收：4月国内经济已经逐渐从疫情阶段开始恢复，海外疫情仍未稳定，因此资本市场各类
资产价格主要围绕着国内复工和海外疫情的两大逻辑链进行波动。产品整体的配置偏中性，即通过信用债
铺垫底仓收益的基础上，利用利率债和可转债、二级债基等具备权益属性的资产进行平衡配置，降低资产
价格对组合净值的波动率。 展望5月份，国内基本面有望继续向常态转变，海外疫情边际恶化的程度也将
逐步降低，也随之会转入复工阶段。结合4月下旬至5月上旬货币政策的表态和工具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短
期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相对而言工业板块受到需求端边际拉动出现景气度回
升，这有可能带动权益类资产出现进一步价格上涨。因此，从策略角度，在偏低融资成本的环境中，我们
计划将产品中具备权益属性的资产仓位进行提升，同时继续通过利率债的交易策略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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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投连策略增长

账户基本信息

账户名称 投连策略增长 投资目标
设立日期 2007/09/12 在中等偏高的风险水平下实现中长期收益最大化。

币种 人民币 投资范围

管理费 1.75% 每年 该账户主要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固定收益证券（国债，金融债，
AA级以上的企业债等），存款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可投品种。

最新价格 (2020/04/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1.1875 该账户投资风格为中等偏激进型，收益率波动性较大，适合风险承受能

力较高的长期投资者。卖出价 1.1643

投资业绩

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 最近1年 年初至今 自产品成立

产品净值涨幅 3.01% 0.52% 6.42% 1.39% 16.42%

上证国债指数 0.75% 2.56% 6.21% 3.06% -

沪深300指数 6.14% -2.28% -0.02% -4.49%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组合回顾及未来策略:

权益：4月欧美疫情有所缓解，但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疫情加剧，但随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各国稳经济的
压力陡升，多国都明确开始在5月解除封锁逐步复工，国内经济看中观数据生产恢复较快，并且随着财政和
货币政策的逐步落地，经济最差的点正在逐步过去，但由于疫苗没有出现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还将在底部
区域徘徊；持续走低的利率虽然有利于权益长期估值中枢的提升，但短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较差的经济数
据依然压抑短期权益的估值，因此我们整体对市场的看法是依然维持底部区域的振荡，但结构性机会仍在
。因此我们将保持中低的权益仓位比例，看好的品种主要是类债券属性的高分红类资产；代表未来经济转
型方向的TMT，受疫情影响不大的食品饮料、医药和医疗服务；以及具备市场控制力的周期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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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投连稳健

账户基本信息

账户名称 投连稳健 投资目标
设立日期 2004/09/30 在低风险及满足较高流动性水平下获得中长期的稳定投资收益。

币种 人民币 投资范围

管理费 1.25% 每年 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和货币市场工具，小部分投资于权益品种及保
监会规定的可投品种。

最新价格 (2020/04/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2.3762

该账户投资风格为保守稳健型，适合低风险偏好并追求稳定收益的客户
。

卖出价 2.3296

一生中意 2.3296

投资业绩

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 最近1年 年初至今 自产品成立

产品净值涨幅 1.29% 1.21% 5.10% 1.46% 126.30%

上证国债指数 0.75% 2.56% 6.21% 3.06% -

沪深300指数 6.14% -2.28% -0.02% -4.49%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组合回顾及未来策略:

权益：4月欧美疫情有所缓解，但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疫情加剧，但随着失业率的急剧上升，各国稳经济的
压力陡升，多国都明确开始在5月解除封锁逐步复工，国内经济看中观数据生产恢复较快，并且随着财政和
货币政策的逐步落地，经济最差的点正在逐步过去，但由于疫苗没有出现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还将在底部
区域徘徊；持续走低的利率虽然有利于权益长期估值中枢的提升，但短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和较差的经济数
据依然压抑短期权益的估值，因此我们整体对市场的看法是依然维持底部区域的振荡，但结构性机会仍在
。因此我们将保持中低的权益仓位比例，看好的品种主要是类债券属性的高分红类资产；代表未来经济转
型方向的TMT，受疫情影响不大的食品饮料、医药和医疗服务；以及具备市场控制力的周期的龙头企业。
固收：4月国内经济已经逐渐从疫情阶段开始恢复，海外疫情仍未稳定，因此资本市场各类资产价格主要围
绕着国内复工和海外疫情的两大逻辑链进行波动。产品整体的配置偏中性，即通过信用债铺垫底仓收益的
基础上，利用利率债和可转债、二级债基等具备权益属性的资产进行平衡配置，降低资产价格对组合净值
的波动率。 展望5月份，国内基本面有望继续向常态转变，海外疫情边际恶化的程度也将逐步降低，也随
之会转入复工阶段。结合4月下旬至5月上旬货币政策的表态和工具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短期内货币市场利
率水平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相对而言工业板块受到需求端边际拉动出现景气度回升，这有可能带
动权益类资产出现进一步价格上涨。因此，从策略角度，在偏低融资成本的环境中，我们计划将产品中具
备权益属性的资产仓位进行提升，同时继续通过利率债的交易策略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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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人寿-投连安逸稳健

账户基本信息

账户名称 投连安逸稳健 投资目标
设立日期 2007/09/12 在低风险及满足较高流动性水平下获得中长期的稳定投资收益。

币种 人民币 投资范围

管理费 1.50% 每年 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和货币市场工具，小部分投资于权益品种及保
监会规定的可投品种。

最新价格 (2020/04/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1.6889 该账户投资风格为保守稳健型，适合低风险偏好并追求稳定收益的客户

。卖出价 1.6558

投资业绩

最近1个月 最近3个月 最近1年 年初至今 自产品成立

产品净值涨幅 1.50% 1.97% 5.08% 2.66% 65.58%

上证国债指数 0.75% 2.56% 6.21% 3.06% -

沪深300指数 6.14% -2.28% -0.02% -4.49%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权益：4月，维持仓位，调整结构，降低出口导向公司的持仓占比，增加消费类公司占比，继续增加基金配
置比例。 5月，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包括中国的世界各国陆续会进入疫情后经济重启的阶段，账户仓位上
将小幅提升仓位，结构上，继续增加消费类的资产。 固收：4月国内经济已经逐渐从疫情阶段开始恢复，
海外疫情仍未稳定，因此资本市场各类资产价格主要围绕着国内复工和海外疫情的两大逻辑链进行波动。
产品整体的配置偏中性，即通过信用债铺垫底仓收益的基础上，利用利率债和可转债、二级债基等具备权
益属性的资产进行平衡配置，降低资产价格对组合净值的波动率。 展望5月份，国内基本面有望继续向常
态转变，海外疫情边际恶化的程度也将逐步降低，也随之会转入复工阶段。结合4月下旬至5月上旬货币政
策的表态和工具使用情况，我们认为短期内货币市场利率水平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相对而言工业
板块受到需求端边际拉动出现景气度回升，这有可能带动权益类资产出现进一步价格上涨。因此，从策略
角度，在偏低融资成本的环境中，我们计划将产品中具备权益属性的资产仓位进行提升，同时继续通过利
率债的交易策略进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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