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整策略 加大实业投资力度

全国社保基金方面明确表
示，今后一段时间将努力加大实
业投资力度，积极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 预计从 2012 年到 2015
年，全国社保基金用于实业投资
的最大规模可达 2500 亿元。

在全国社保基金此前公布
的数据中可以了解到，社保基金
2011 年的各大类资产实际比例
中，固定收益占 50.66%，股票资
产 占 32.39% ， 实 业 投 资 占
16.31%，现金及等价物占 0.64%。
除此之外，关于各部分投资收益
细节则没有进一步披露。

实际上，有媒体报道，早在
2 月份，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
理事长王忠民就表示，2011 年，
接近 70%的社保基金投资回报
都来自于未上市企业的直接投
资和 PE 投资。正因如此，才使得
全国社保基金在二级市场大幅
下跌、投资证券市场已经亏损的
情况下，整个社保基金仍然取得
了正收益。

除此之外，另一个数据———
交易类资产当期公允价值变动
额为-357.57 亿元， 也与往年大
有不同。恒久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马姓投资经理告诉记者，交
易类资产一般指股票、 债券、基

金等，交易类资产当期公允价值
变动额达到 357 亿元， 是指其
2011 年交易类资产账面总体浮
盈规模相对于上一年减少 357
亿元。“通俗来讲， 你去年挣了
357 亿，你今年没挣，在账面上
来看就是浮盈规模比去年少了
这么多，也就是浮亏。 ”

“除了与二级市场大幅下跌
有关外，这个指标也是会计上的
一个概念，甚至社保基金的换仓
和卖仓都会导致该指标的变
动。 ”该投资经理表示。

在此背景下，全国社保基金
方面明确表示，今后一段时间将
努力加大实业投资力度，积极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 预计从 2012
年到 2015 年， 全国社保基金用
于实业投资的最大规模可达
2500 亿元。

对此， 有分析人士认为，全
国社保基金积极调整投资战略，
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其资产的安
全性。 就其性质而言，“安全”无
疑是其投资时考虑的首要因素。

2000 年 8 月，在“现阶段国
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
城镇居民中一部分特殊困难人
群， 需要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救
助；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任务越来越
重”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建
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用
于弥补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
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和其他社会

保障需要。 其来源主要包括：中
央财政预算拨款；中央财政拨入
彩票公益金；国有股减持或转持
划入资金或股权资产；经国务院
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
投资收益等。

同时，还设立“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 负责管理运营
社保基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
由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刘仲藜
担任基金理事会第一任理事长。

受股市影响 收益波动大

全国社保基金在 2000 年成
立之初，股票和债券投资总额度
不到 19 亿元， 占当年总资产的
2%。 然而，到 2005 年 9 月底，这
一投资额度就增长到 1150 亿
元，占总资产比例骤升至 60%。

事实上，去年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收益走低并非偶然。翻看其
年度报表，可以发现近些年来全
国社保基金的投资状况一直很
不稳定。

2000 年， 全国社保基金成
立伊始， 由财政拨入 200 亿元，
次年也就是 2001 年又由财政拨
入 595.26 亿元。 在其 2001 年年
报中可以发现， 其 2001 年投资
收益率为 1.73%。

2003 年 6 月，全国社保基金
以委托投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

分别委托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长盛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家投资管理人管理，委托交通
银行和中国银行 2 家托管行托
管。虽然在购买 A 股市场的首只
股票首日就遭遇缩水，但由于其
在证券市场投资份额极小，所
以,当年全国社保基金仍取得了
3.56%的投资收益率。

时间到 2005 年， 全国社保
基金的投资收益额已经由 2000
年的 7 亿元增加到 70 多亿元。
前 5 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
益额一直稳中有升，投资收益率
从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四不等。

与此同时，伴随其资产规模
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投资渠道不
断拓宽，其运营水平也进一步提
高。 2006 年 3 月，鉴于国内股市
波动较大，国内债券收益率低于
国际水平，财政部、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颁布
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外投资
管理暂行规定》， 全国社保基金
的海外投资正式启动。据时任全
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的项
怀诚介绍，2006 年全国社保基
金共计在海外投资 8.5 亿美元。
当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
额为 600 多亿元，投资收益率高
达 29.01%。

（下转 06 版）

交易类资产“浮亏”三百亿

全国社保基金投资状况欠稳收益走低
■ 本报记者 张木兰

6 月 15 日，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全国社保基金）
理事会公布 2011 年年报。其中
显示：截至 2011 年底，全国社
保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已经达
到 8688.20 亿元。 去年全国社
保基金权益 投资收益额为
73.37 亿元。 投资收益率为
0.84%。

年报还显示， 基金自成立
以 来 累 计 投 资 收 益 额 为
2845.93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
为 8.40%， 比同期的通货膨胀
率高出 6 个百分点。 不难看出，
全国社保基金去年的投资收益
率远远低于年均投资收益率，
与过去十年的平均值相比明显
走低。 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
指出， 在去年我国通货膨胀率
为 5.40%的情况下，0.84%的
投资收益率实际上意味着总资
产缩水。

对此，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规划研究部副主任熊军告诉
记者，2011 年股市大跌让社保
基金在二级市场上表现平平，
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收益下
降。 但通过多元化投资，全国社
保基金在固定收益类资产和实
业投资领域则取得了丰厚回
报。 熊军表示，社保基金是一种
长期性的后备基金， 对于其投
资效果的判断要通过一个较长
的经济周期的观察。

数据来源：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累计投资收益 2845.93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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