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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宏观经济
海外经济：

* 海外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为经济持续复苏增添挑战。就业数据方面，美国10月失
业率环比下降1个百分点至6.9%，为连续第六个月下滑，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口达到
63.8万人，就业复苏趋势好于市场预期，劳动力市场继续改善。制造业数据方面，美国
10月ISM制造业PMI为59.3，创2018年11月以来新高，新订单、库存和就业人数显著
增长推动了制造业PMI的回升。物价数据方面，10月美国CPI回落至1.2%，较上月下滑
0.2个百分点，核心CPI也下滑了0.1个百分点，为6月以来首次回落。欧元区10月制造
业PMI上涨至54.8；10月调和CPI同比下降0.3%，核心CPI同比增长0.2%，均与预期和
前值持平。欧美国家的经济短期问题虽有所缓解，但通缩风险继续加大，经济数据表现
持续疲软。

国内经济：
* 10月国内宏观经济持续回升，生产高位稳定，物价数据回落，社融维持多增。从生产

端来看，10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持平在6.9%，仍处年内新高，指向工业生产保持平稳
。从需求端来看，10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增速反弹至12.2%，而其中三大类投资
增速均有所改善。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继续回升至4.3%，餐饮收入增速录
得0.8%，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10月CPI环比下降0.3%，同比回落至0.5%，去年同期
高基数影响持续。10月新增社融1.42万亿元，同比多增5493亿元，经济延续复苏态势
。

二、 股票市场
* 2020年10月，截止月底上证综合指数月度变化0.20%，深证成分指数月度变化2.55%

，创业板综指数变化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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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 303696.13 4268415.37 7.99

深证成指 2.55 536059.89 7662729.32 19.27

沪深300 2.35 182788.52 3576693.99 6.56

创业板综 3.14 249317.63 4011052.48 7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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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定收益市场

债券发行同比上涨
* 10月份，全国债券市场新发债券1649只，发行总量为3.01万亿元，同比增长53.38%。

其中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新发债券298只，发行量1.77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58
.77%；上海清算所登记新发债券746只，发行量为0.74万亿元，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量的
24.52%；沪深交易所登记新发行债券共计605只，发行量为0.50万亿元，占债券市场
发行总量的16.71%。

货币市场利率有所上行
* 10月份，货币市场利率有所上行。具体来看，银行间回购R01D品种平均利率较上月上

行43BP至2.1959%，日均成交量18045.96亿元，环比下降37.70%；R07D品种平均利
率较上月上行21BP至2.5944%，日均成交量1939.37亿元，环比上升9.79%。

债券交易量同比下降
* 10月份，全国债券市场共发生现券和回购交易94.67万亿元，同比下降2.06%。其中，

中央结算公司办理结算54.91万亿元，同比下降11.26%，占全市场的58.00%；上海清
算所办理结算16.97万亿元，同比增长4.67%，占全市场的17.93%；沪深交易所成交2
2.79万亿元，同比增长22.76%，占全市场的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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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金市场
封闭式基金

* 10月份，封闭式基金整体平均变动1.32%。自年初以来，封闭式基金平均变动23.06%
。

开放式基金
* 10月份，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依次变动为1.91%、1.74%、1.49%;自

年初以来，混合型基金、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依次变动26.02%、25.12%、19.46
%.

债券型基金
* 10月份，债券型基金平均变动0.39%。自年初以来，债券型基金平均变动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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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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1.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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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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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4.24% 63.16% 46.77% 22.32%

上证国债指数 -0.03% 0.25% 4.12% 3.23% -

沪深300指数 2.35% 0.01% 20.80% 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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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和海外疫情的反复，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收敛，同时国内经济的环比改善
趋势明确，虽然流动性仍相对宽松，但环比收紧的趋势明确，因此整体市场尤其是高估值的板块面临一定
的调整压力，因此绝对收益组合逐步兑现收益，相对收益组合由于结构性机会仍在，积极调整结构为主。
我们依然看好渗透率仍在快速提升趋势的新能源行业和受益于行业竞争结构重构的市场份额有提升前景的
汽车零部件行业，受益于供给侧的收缩，民营制造业的龙头仍有相当的投资机会；此外军工受益于安全保
障的投资力度加大，仍有较好的收益空间；减持增长主线不明确的电子和通讯行业，保持食品饮料和医药
行业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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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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4.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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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03

一生中意 4.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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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0.12% 40.65% 34.95% 345.91%

上证国债指数 -0.03% 0.25% 4.12% 3.23% -

沪深300指数 2.35% 0.01% 20.80% 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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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收：10月份，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出口月度数据和高频运力数据好转，流动性环境中性，国内基本面逐
步向好；海外大选和疫情发展又出波澜，对资本市场造成短时扰动。因此，我们继续维持了中性偏高的权
益敞口，主要通过持有二级债基和增加可转债仓位来实现，同时保持避险类资产短久期和低仓位的策略。
后续我们认为海外疫情的快速恶化和国内基本面季节性回落可能导致市场对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产生
松动，计划将组合里弹性较大的风险类资产持仓向平衡性转移，或通过交易避险类资产的方式来博取收益
。 权益：10月份，市场仍在基于9月份的逻辑持续调整，但由于经济仍处于复苏中，我们判断市场向上趋
势不变。从基本面和政策面看，未来一段时间还是有利于权益市场的，我们继续看多，结构上更偏向受益
于疫情消退后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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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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1.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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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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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2.67% 26.45% 19.07% 36.72%

上证国债指数 -0.03% 0.25% 4.12% 3.23% -

沪深300指数 2.35% 0.01% 20.80% 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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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和海外疫情的反复，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收敛，同时国内经济的环比改善
趋势明确，虽然流动性仍相对宽松，但环比收紧的趋势明确，因此整体市场尤其是高估值的板块面临一定
的调整压力，因此绝对收益组合逐步兑现收益，相对收益组合由于结构性机会仍在，积极调整结构为主。
我们依然看好渗透率仍在快速提升趋势的新能源行业和受益于行业竞争结构重构的市场份额有提升前景的
汽车零部件行业，受益于供给侧的收缩，民营制造业的龙头仍有相当的投资机会；此外军工受益于安全保
障的投资力度加大，仍有较好的收益空间；减持增长主线不明确的电子和通讯行业，保持食品饮料和医药
行业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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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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2.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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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7

一生中意 2.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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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0.84% 6.35% 4.51% 133.11%

上证国债指数 -0.03% 0.25% 4.12% 3.23% -

沪深300指数 2.35% 0.01% 20.80% 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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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收：10月份，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出口月度数据和高频运力数据好转，流动性环境中性，国内基本面逐
步向好；海外大选和疫情发展又出波澜，对资本市场造成短时扰动。因此，我们继续维持了中性偏高的权
益敞口，主要通过持有二级债基和增加可转债仓位来实现，同时保持避险类资产短久期和低仓位的策略。
后续我们认为海外疫情的快速恶化和国内基本面季节性回落可能导致市场对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产生
松动，计划将组合里弹性较大的风险类资产持仓向平衡性转移，或通过交易避险类资产的方式来博取收益
。 权益：10月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和海外疫情的反复，市场的风险偏好有所收敛，同时国内经济的环比改
善趋势明确，虽然流动性仍相对宽松，但环比收紧的趋势明确，因此整体市场尤其是高估值的板块面临一
定的调整压力，因此绝对收益组合逐步兑现收益，相对收益组合由于结构性机会仍在，积极调整结构为主
。我们依然看好渗透率仍在快速提升趋势的新能源行业和受益于行业竞争结构重构的市场份额有提升前景
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受益于供给侧的收缩，民营制造业的龙头仍有相当的投资机会；此外军工受益于安全
保障的投资力度加大，仍有较好的收益空间；减持增长主线不明确的电子和通讯行业，保持食品饮料和医
药行业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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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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30) 目标客户
买入价 1.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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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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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4% 0.35% 7.89% 6.69% 72.07%

上证国债指数 -0.03% 0.25% 4.12% 3.23% -

沪深300指数 2.35% 0.01% 20.80% 14.62% -

投资收益走势及资产配置

投资组合及策略评述 

固收：10月份，国内经济稳步复苏，出口月度数据和高频运力数据好转，流动性环境中性，国内基本面逐
步向好；海外大选和疫情发展又出波澜，对资本市场造成短时扰动。因此，我们继续维持了中性偏高的权
益敞口，主要通过持有二级债基和增加可转债仓位来实现，同时保持避险类资产短久期和低仓位的策略。
后续我们认为海外疫情的快速恶化和国内基本面季节性回落可能导致市场对国内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产生
松动，计划将组合里弹性较大的风险类资产持仓向平衡性转移，或通过交易避险类资产的方式来博取收益
。 权益：10月，维持仓位和行业配置。11月，维持仓位，兑现部分收益，小幅增加疫苗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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