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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致辞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致辞

�中投公司来�，�去的一年是挑�与收

�并存的一年。面�全球金融危机�来的�峻

影�，中投公司��加�了机�和能力建�，

始���公司的宗旨，秉承核心价��，恪守

既定的投�原�。 2009年，中投公司加快了在

全球范�内的��配置，在有效控制投��合

��的同��股��得了�意的回�。我�很

高�在中投公司的第二�年�中与大家分享公

司的�展情况。

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宗旨是��

国家外��金的投�多元化，�取���整后

的�好�期回�。2008年，在全球��持�

�化的背景下，我�主�放�了投��奏。从

2009年第一季度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政府在危机期�所采取的�定全球金融体系、

�化本国金融机�和刺激����等政策�始

��效果，全球���始出���的迹象。中

投公司从2009年5月加快了投��伐。

中投公司2009年的全球投����到580

�美元，投��合在体�多�化的同�，主要

集中在全球公�市�股票和�券上。此外，我

���一些���秀的公司�行了直接投�，

投��域包括基��施和清�、可再生能源

等。2009年，中投公司的境外全球投��合回

�率�到11.7%。境外投�回�与中投公司的全

�子公司——中央�金公司的收益率合并后，

中投公司�股���了12.9%的��本回�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08和2009

�年�，中投公司在加�公司治理，�固投�

管理、基�架�和平台建�，提升投�和��

管理能力以及培�人才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

力，正是�些努力�保了公司在2009年取得了

良好��。本年�将在后面的章�里��介�

公司完成的主要工作。

我���壮大�工�伍，着力人才培�。

截至2009年底，中投公司的�工数量已接近

250人，其中80%以上�有高等学�，一半以

上具�海外工作��或教育背景。�是一支才

�与能力兼�的��，正是他�成就了中投公

司2009年的成�。

2009年，我�努力展��《�地�哥原

�》的承�。中投公司是“主��富基金国�

��”的重要参与者，将于2011年4月在北京

承���的下一届会�。�去一年里，中投公

司�参与了一系列多�和双�的��和会�，

与国���、政府部�以及�管机�的��人

共同探�投��境与�管��，以此推�建�

更有利于�本市�准入和跨境投�的公�、公

平和非��性的�境。

�物�宜放眼量。中投公司是�期��投

�者，投�活�完全基于商�目的。我�致力

于做��任的投�者，遵守投�接受国或地区

的法律和法�。我�承�做全球受�迎的投�

者。毋庸置疑，公司�立至今所取得的��印

�了我�践行的原�。

展望未来，我�在2010年仍将面�充�挑

�的投��境：世界��尚未完全回�，市�

依旧会出�振�。但作��期投�者，我��

未来充�信心。和其他投�者一�，中投公司

�年都要�估当年的��，但�些����的

只是我�在漫�征途中的一段�程。我�将�

�秉承公司的投�原�与核心价��；塑造�

�，提升能力；加大参与全球��与投���

的力度；密切跟踪全球投��境的�化��，

及��整公司的��配置；��高度重���

管理，�慎地投�和管理公司的��，注重平

衡投��合。

我��信，在全体�工的不懈努力下，中

投公司一定能����期��回�目�，同�

��向世界展�我�是��任的国�公民，是

�得信�的合作�伴。

楼��

董事�兼首席�行官

董事�兼首席�行官 楼��

二○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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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中国投�有限�任公司（以下�称“中

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29日，是依照

《中�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立的国有独�

公司，�部�在北京。

中投公司的�建宗旨是��国家外��

金多元化投�，�取���整后�高的�期

投�回�，以服�于国家宏����展和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中投公司注册�本金�2000�美元，其

�金来源是中国�政部通��行特�国�募

集1.55万�元人民�，并以此向中国人民�

行��等�外����行的注�。中投公司

向股�支付�利收入以覆盖特�国�的利息

需求。

中央�金投�有限�任公司（以下�称

“中央�金公司”）是中投公司的全�子公

司，主要��是根据国家金融体制改革需要从

事国有重点金融机�的股�投�。中央�金公

司不�展其他任何商�活�，不干�其控股、

参股企�的日常��，通�行使出�人�利和

履行出�人��，改善�些企�的公司治理，

��国有金融��的保�、��。

在中投公司2000�美元的注册�本金

中，用于境外投�的部分略高于50%，其余

部分�通�中央�金公司投�境内金融机

�。���投���彼此完全独立。

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投公司在境外

��和新���体的�合投�市��811�美

元。投�方式包括自�投�和委托国�知名

投�管理公司、私募股�公司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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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与核心价值

我�相信企�文化是公司治理的根本。

企�需要�有力的文化支��建有效的治理

架�。作�一家相�年�、受�注度高、全

球��的机�，中投公司一�重�公司的文

化建�，并以下列企�文化的基本内容作�

公司的核心价�。

正直�信 正直�信是我���工的

最基本要求，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基本准

�。我��持最�格的道��准，遵守本国

和投�接受国或地区的法律和法�。

恪尽�守 有效管理��、��成功

投�是公司和�位�工的基本��和庄�承

�。公司在全体�工的共同努力下，以股�

利益�出�点，力争�����整后的收益

最大化。

�健�慎 我�秉承�健、�慎、尽�

的��理念，以��的�度管理好��投�

的��。我���肩�的�任，勤勉工作，

踏�做事。

求知�取 不断汲取新知�并奉行最佳

�践是公司成功和�展壮大的�力。我�努

力�建学�型企�，激励�一位�工提升自

我，�造�煌。

追求卓越 我�崇尚精益求精，不断追

求卓越，将最高�准的��精神注入到公司

��的方方面面。

��合作 我�提倡��精神，鼓励各

部��密合作，��全体�工携手共�，以

保�公司高效��，��既定目�。

我�相信，我�的企�文化始于言，落

于行。我�致力于将公司核心价��穿于我

�行�的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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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

我们坚持最严格的道德标准，遵守本

国和投资接受国或地区的法律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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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公司的治理

结构由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执行

委员会组成。

中投公司接受股�——国�院的��。

公司治理��由根据《中�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定�立的董事会、�事会以及�行委

�会�成。

董事会���督公司的��活�，�估

公司的整体��。董事会根据国�院�定的

��目�与原�制定公司的�展�略、��

方�和投���。董事会

的���包括：（1）决

定公司有��略的具体�

行和�施；（2）�定公

司需向国�院�告的重大

事�；（3）任免公司高

�管理人�；（4）决定

或授�批准建立公司内部

管理机�等。董事会授�

�行委�会行使其��及日常管理��。

�事会���督公司董事和高�管理人

�的��操守，�保公司内部�督程序有效

��，并直接向股��告。�事会同�主管

公司内部��部�，���聘外部��，�

督公司会�和��状况。�事�是�行委�

会成�，并列席董事会会�。2009年，�事

会加�了�公司核心��的�督，并提出改

�投�管理流程的建�，提高了内部��程

序的效率。

公司治理

�行委�会���行董事会决�，并就

公司日常��管理中的重大���行决策。

�行委�会下��个具有决策�能的委�会

——投�决策委�会和��管理委�会，其

作用、�能和人��成情况将分�在以后章

�中介�。2009年，在董事会和�行委�会

的��下，中投公司投出了大部分的可配置

�金，境外投��合收益�到11.7%。在投�

�����展和壮大的同�，中投公司�一

��固了投�和��管理平台，有效降低了

投��合��。

中央�金公司�有独立的董事会、�

事会和��管理��。中投公司在其全球投

���和中央�金公司代表国家�行的国有

金融机�投���之��行了�格的“防火

�”措施。

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参与制定旨在

准�反映主��富基金��原�、投�目�

与行�的《�地�哥原�》，并��了主�

作用。 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支持《�地�哥原

�》，中投公司也已做到全面�行�原�。

中投公司�是“主��富基金国���”的

�始成�。

 中投公司国�咨�委�会拓展了中投

公司的全球�野，由14位在国�上享有盛名

的�家�成，���中投公司管理�提供建

�和咨�，内容包括公司治理、投��合�

略、境外投�与�管政策、宏���形�和

其他影�公司��的重大��等。

组织结构图

(不包括中央汇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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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公司的�����如下，董事会、�

事会和�行委�会成�的照片及�介附后。



董事会

楼继伟

董事�兼首席�行官

1950年出生，��学�士，教授、博士生��。�任国家�

�体制改革委�会宏��控体制司司�，�州省副省�，�政

部常�副部�，国�院副秘��（正部��）。�任本公司董

事�兼首席�行官。

高西庆

副董事�、��理兼首席投�官

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任中国�券

�督管理委�会首席律�兼�行部主任，中�国�副董事�

兼�行�裁，中国�券�督管理委�会副主席，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任本公司副董事�、��理兼首

席投�官。

张弘力

�行董事、副��理兼首席��官

1950年出生，��学博士。�任�政部教科文司副司�、

�算司司�，�政部部�助理、副部�。�任本公司�行董

事、副��理兼首席��官。

张晓强

非�行董事

1952年出生，��学学士。�任中国�美国大使���参

�、国家�展��委�会外�司司�、国家�展��委�会

秘��。�任国家�展和改革委�会副主任，并兼任本公司

非�行董事。

李勇

非�行董事

1951年出生，��学�士。�任�政部世界�行司司�、中国

�世界�行�行董事，中国注册会���会秘��，�政部部

�助理。�任�政部副部�，并兼任本公司非�行董事。

傅自应

非�行董事

1957年出生，��学博士。�任�外�易��合作部利安�会

��事�所所�、����司司�、����司司�，商�部

部�助理。�任商�部副部�，并兼任本公司非�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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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余

非�行董事

1961年出生，研究�。�任中国建��行房地�信�部副

主任，中国人民�行�行管理司副司�、�管二司司�、�

公�主任，中国人民�行行�助理。�任中国人民�行副行

�，并兼任本公司非�行董事。

胡晓炼

非�行董事

1958年出生，��学�士。�任国家外�管理局政策法�司

副司�、��管理司司�，国家外�管理局副局�、局�，

中国人民�行行�助理。�任中国人民�行副行�，并兼任

本公司非�行董事。 

刘仲藜

独立董事

1934年出生，大�学�。�任��江省副省�，�政部副部

�，国�院副秘��，�政部部�兼国家税��局局�，国

�院��体制改革�公室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

事�，全国政�常委、��委�会主任。�任中国注册会�

��会会�，并兼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春正

独立董事

1938年出生，博士生��。�任国家�展��委�会�合

司司�、副秘��，国家�展��委�会副主任（正部�

�），中央��工作��小��公室主任兼国家�展和改革

委�会副主任（正部��）。�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

�工董事 （2009年7月�始任�）

1960年出生，工学学士。曾任航空工�部工程�，�政部�公

���，新�社香港分社��部��，后任国防科学技�工�

委�会�公�副主任、��司司�，国家国防科技工�局��

与��司司�。�任本公司人力�源部��、�工董事。

俞二牛 

�工董事（任���至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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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监事会

金立群

�事�

1949年出生，��学研究生。�任中国�世界�行副�行董

事、�政部世界�行司司�、部�助理、副部�，中国人民

�行��政策委�会委�，�洲���行副行�。�任本公

司�事�，并兼任“主��富基金国���”副主席。

令狐安

�事

1946年出生，学士。�任大�市副市�，��部副部�兼国

家��体制改革委�会委�，云南省委副��、��。�任

��署副���（正部��），并兼任本公司�事。

王华庆

�事

1953年出生，��学博士。�任中国人民�行上海分行副

行�，中国人民�行�行管理司司�，中国�行��督管理

委�会上海�管局局�，中国�行��督管理委�会主席助

理。�任中国�行��督管理委�会�委��，并兼任本公

司�事。

范福春

�事

1948年出生，工商管理�士。�任中�全国工商��合会��

部副部�，中国�券�督管理委�会上市公司部主任、中国�

券�督管理委�会副主席。�任本公司�事。

崔光庆

�工�事

1964年出生，��学博士。�任��署金融��司副司�、信

息�政��局副局�、局�。�任本公司�事会�公室/内�部

��、�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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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楼继伟

董事�兼首席�行官

1950年出生，��学�士，教授、博士生�

�。�任国家��体制改革委�会宏��控

体制司司�，�州省副省�，�政部常�副

部�，国�院副秘��（正部��）。�任

本公司董事�兼首席�行官。

高西庆

副董事�、��理兼首席投�官

1953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

�。�任中国�券�督管理委�会首席律�

兼�行部主任，中�国�副董事�兼�行�

裁，中国�券�督管理委�会副主席，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任本公司

副董事�、��理兼首席投�官。

金立群

�事�

1949年出生，��学研究生。�任中国�

世界�行副�行董事、�政部世界�行司司

�、部�助理、副部�，中国人民�行��

政策委�会委�，�洲���行副行�。�

任本公司�事�，并兼任“主��富基金国

���”副主席。

张弘力

�行董事、副��理兼首席��官

1950年出生，��学博士。�任�政部教

科文司副司�、�算司司�，�政部部�助

理、副部�。�任本公司�行董事、副��

理兼首席��官。

彭纯  

副��理

1962年出生，��学博士。�任交通�行�

�木�分行、南�分行、广州分行行�，交

通�行行�助理、副行�、�行董事。2010

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理、中央�金公司�

�理。

范一飞 

副��理兼副首席��官

1964年出生，��学博士。�任中国建��

行��会�部��理、����部��理、

行�助理、副行�。2010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

��理兼副首席��官。 

谢平  

副��理兼副首席投�官

1955年出生，��学博士，教授、博士生�

�。�任中国人民�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非

�行金融机�司司�、湖南分行行�、研究局

局�、金融�定局局�，申�万国�券股�有

限公司董事�，中央�金公司��理。2010

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理兼副首席投�官。

汪建熙

副��理兼首席��官

1951年出生，会�学博士，博士生��。�

任中国�券�督管理委�会首席会��、国�

部主任，中�国�(控股)首席���、副�行

�裁，中�国�(英国)�裁，中国�券�督管

理委�会主席助理，中央�金公司副董事�兼

中国建�投�有限�任公司董事�、中金公司

董事�。�任本公司副��理兼首席��官。 

梁骧

�委��

1955年出生，工学学士。�任化工部��院

副院�、��司副司�，中国�出口�行信�

二部、�方信�部、出口信�部��理、行�

助理、�委��。�任本公司�委��。

杨庆蔚 

副��理兼副首席投�官

（任���至2009年12月）

从左到右：

 梁�

 �平

 彭�

 金立群

 楼��

 高西�

 �弘力

 范一�

 汪建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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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咨询委员会

亚洲

曾培炎（中国）

中国国���交流中心理事�、国�院前副�理

马时亨（中国香港）

香港大学��与金融学院名誉教授、香港商

�及���展局前局�

西室泰三（日本）

�京�券交易所前主席兼首席�行官、�芝

株式会社前董事�兼首席�行官

钱颖一（中国）

清�大学��管理学院院�、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学教授

沈联涛（马来西亚）

中国�行��督管理委�会首席��、香港

�券及期�事��察委�会前主席

任志刚（中国香港）

中国金融学会�行副会�、香港中文大学全

球��及金融研究所杰出研究�、宏��慎

��有限公司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前�裁

刘遵义 （中国香港）

（任���至2010年7月）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 

艾民信（加拿大）

艾民信服�有限公司董事�、加拿大外交部

前部�、国��易部前部�、工�部前部�

梅丽特·杰诺（美国）

哥�比�大学国���法与国�事�教授、

�斯�克股票市�股�有限公司主席、世界

�易��上�法庭前法官

麦克（美国）

摩根士丹利董事�、前首席�行官

约翰·桑顿（美国）

美国布�金斯研究院理事会主席、��北美

控股公司非�行主席、高盛集�前�裁

詹姆士·沃尔芬森（美国）

沃�芬森公司董事�、花旗集�国�咨�委

�会主席、世界�行前行� 

阿米尼奥·弗拉加 （巴西）

（任���至2010年7月）

巴西交易所主席、巴西多��投�公司�始

合�人、巴西中央�行前行� 

美洲 欧洲

科努特·凯尔（挪威）

���量集�前�裁、�威�行投�管理部

前首席�行官 

让·勒米埃（法国）

法国巴黎�行董事���、欧洲�����

行前行�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英国）

�敦��学院教授、世界�行前首席��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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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

梅�特�杰�

尼古拉斯�斯特恩�爵

西室泰三

��亨

�姆士�沃�芬森

�遵�

曾培炎

科努特���

楼��

任志�

沈�涛

艾民信

��一

��勒米埃

麦克



我们以股东利益为出发点，力争实现风险

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

投资战略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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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战略与管理

投资战略与投资组合目标

中投公司全球投��合的目�是根据股�

授�，持有、投�和管理部分国家外��金，

以�得���整后的良好�期投�回�。受全

球��危机影�，从公司成立至2008年底，

中投公司境外投��210

�美元。2009年，在加

�了机�、��能力建

�的基�上，公司新�

投�580�美元。 

中投公司的投�理

念与投��略��秉承

以下基本原�：

中投公司投�活�基于商�目的。投�

目�是�股��取���整后�期、可

持�的回�。

中投公司是��投�者，不�求通�投

�控制任何企�。

中投公司作���任的投�者，�格遵

守本国和投�接受国或地区的相�法

律、法�，��履行企�社会�任。

投�活�以研究和��配置���。研

究��是��健、�慎的投�决策奠定

基�，��配置��是�保投�行�、

方式的���范。

中投公司�合自身特点、股�的��

容忍度、市�状况以及董事会�定的投�政

策，制定了自己的投�方式和基准投��合

��。与此同�，中投公司注重借�其他主

��富基金、大学捐�基金和�老基金的�

�，并吸�全球��投�人士的有益建�。

中投公司的基准投��合��参�表1 。

中投公司的投资目

标是为股东获得风

险调整后的良好长

期投资回报。

����

表1：基准投资组合结构

中投公司�格遵守基准投��合配置

方案和�慎��管理�定，投�范�不受行

�、地域或����限制。中投公司自建立

以来，��了全球金融危机�来的市��烈

波�，但中投公司有信心��把握好投�机

会，更好地�����整后的良好�期投�

回�。在建立投��合的�程中，中投公司

��到��投�与基准投��合之�可能出

�的合理偏差，并随�加以有效管理。

投资决策过程

投�决策委�会��指�公司的投�管

理。�委�会按照公司董事会和�行委�会

主席

副主席

成�

��理兼首席投�官

董事�兼首席�行官

副��理兼首席��官

副��理兼副首席投�官

��配置与�略研究部��

副��理兼首席��官

��管理部��

相�收益投�部��

私募投�部��

��投�部��

策略投�部��

副��理兼副首席��官

表2：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构成

所�定的方�，制定公司投��略和政策，

��、批准所有投�建�和�外部基金管理

人的委托。上述所有投�建�和委托在提交

投�决策委�会之前，��首席投�官主持

召�的��会��、�估和通�。投�决策

委�会�周（或根据��需要不定期）召�

一次会�，有�独立做出投�决定。投�决

策委�会的成��成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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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战略与管理

公司四个投�部�根据投�决策委�会

的决定，��和�施相�投�活�。�个投

�部�在公司整体投��合和��管理框架

下，根据�市�的研究�基�，制定本部�

的投�策略，�建和管理投��合，并根据

部�需要���聘、管理和考核外部基金管

理人。�四个部�及其�能分�介�如下：

相�收益投�部 ���行��的�塔

投�策略，��范�包括公�市�股

票、固定收益�品、大宗商品、外�投

�及�金管理。�部下�五个����

具体的投���：��市�股票��、

新�市�股票��、利率和�金管理�

�、信用�品投���及大宗商品和外

��冲��。目前，相�收益部的投�

主要是通�外部基金管理人完成。中投

公司��在未来能逐��加自�投�的

比重，以有助于提高投�的�活性和降

低投�成本。  

策略投�部 ��管理自�投���和

流�型��收益投��品。�部管理多/

空全球股票投��合、多�价��格投

��合和多��投��合三�全球自�

投��合。�外，�委托外部�冲基金

管理人管理流�型��收益投��合，

包括方向性和非方向性��。

私募投�部 ��通�外部基金管理人

的委托投�、跟投、合�和独立��等

方式投�私募市�、房地�和基��施

�目。私募投�部下�四个投���：

私募股������私募股�基金�行

直接投�或跟投；房地�����投�

公�交易的房地�投�信托基金和房地

��目直接投�；基��施�目��和

信�机会����通�外部基金管理人

�行投�。 

��投�部 ��投��模�大、集中

度高且��持有期��的直接投�及其管

理。直接投��目有其特殊性，在交易前

需要完成大量的研究、分析、交易�建、

尽���、�判等工作，需要与投�接受

国或地区管理当局磋商，多数情况下�需

要�得投�接受国或地区政府和�管部�

的批准，在交易完成后�需要做好落�和

跟踪工作。�此，�部���了��程序

用于跟踪投��目，管理�目��。所有

直接投�均基于商�目的。

��配置与�略研究部���制中投公

司的���略配置方案，�公司�行委��

行�定后�董事会批准。�配置方案�定中

投公司的�期回�目�和��概貌，��范

公司的投�活�提供持�、�定的指引。

��配置与�略研究部����制��

��配置方案，并在�季度提交公司�行委

�会�行��。����配置通��合考�

分散化的要求、��概貌、基准回�及偏�

度、市�机会等因素，力求在��回�和相

�回�目�之�取得平衡。����配置会

根据不同的����、策略及其子策略来安

排��的分布、投�回��期和流�性要求

及方法。中投公司的����配置完全采用

了��的�合投�管理技巧，例如�合投�

�化和再平衡机制，��上�配置�略等。

通�以研究���、定量建模和��化的操

作，����配置已成�中投公司投�管理

方面的一个核心。

��配置与�略研究部承担中投公司投

�决策委�会秘��的�能。此外，�部�

就投��略和政策、市�和行�、投��品

及��衡量�准、��/回��因分析、�力

��等投��合分析�行研究。

2009年，中投公司��加�了投�管理

架�和平台建�，成立了公司的“��平台

建���小�”，由首席�行官担任��小

���，其他成�包括首席��官和有�部

�的��。通�在全公司范�内推行程序�

准化来改�工作流程、完善内控措施和�施

配套的技�解决方案，�化�公司投�管理

平台的�督和管理。�已取得的成效包括以

下几�：

成立由首席投�官担任主席的��会，

�一�改�了投���程序；各投�部

��格�行�准化的程序，理�了投�

�批流程。 

成立投���部，加�不同部�之�在各

投���上的工作��，并提高后台的能

力；提高效率，�化内控，有效解决交易

前、后的合�控制及数据管理等。

完成了自�交易系�的建�，�一�整

合了自�交易、投���和投�会�、

��分析与����等系�，��了�

一的直通式交易�理平台。

此外，中投公司�加�了与投�接受国

或地区�管机�及政府部�的交流与�通，

��其所�切的��，�明中投公司的投�

目�及政策，促�投�交易的按�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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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团队

中投公司一直把�建一支高素�的投�

��及提高他�的管理能力作�一�工作重

点。中投公司从事全球投�，一�重�从全

球主要金融市�上延�既有�富��又了解

中国国情的�秀人才加入公司。中投公司已

吸引了一批��的人才，在投�部�工作的

83位��投�人�中，大�94%的人�有�

士以上学�，78%的人�有海外教育背景，

77%的人�有海外投�从���。

参照�界普遍的做法，中投公司在各个

����的投�活�中根据需要聘用了一批

�秀的外部基金管理人。外部基金管理人的

��基于其��和��能力，并通�中投公

司内部广泛��和�估后才能�定。相�投

�部�和��配置与�略研究部、��管理

部、法律合�部均参与���程，���果

�投�决策委�会�行�核并批准。外部基

金管理人的���准主要有以下几点： 

���健，�信良好，投����秀，

具有完善的治理��、��管理体系和

法律合�程序； 

各�程序符合外部基金管理人所在国家

或地区的法律�定和�管机�要求；

具�多年相�����的��管理��

且��良好； 

从�人�符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相��

�要求；

在承接委托��前的三年内未受��管

机�的任何��。

�委任的外部基金管理人是中投公司投

�管理��的一个�成部分。

2009年投资业绩

自2007年9月成立至2008年底，中投公

司投�了210�美元。�于成立��不�、后

又面�国�金融市���的中投公司来�，

放�投��奏是十分恰当的做法。随着��

的不断�累、全球��及投��境出�好

�，中投公司及��整了投��度，2009年

全年新�投��580�美元，全球投��合的

回�率�到11.7%。表3�中投公司投���

概要。

投资战略与管理

表3 ：投资业绩概要

1 �本回�率是基于全球投��合的会�收入与境内投�的�金性收益和已宣告的分�，按照注册�本2000�美元

�算。如果�用�益法�算，从境内投��合取得的会�收入�一般要大于�金分�。由于中投公司的境内投�是

以�期持有�目的，且投���往往会受到限制。因此，中投公司�用�金回�衡量中央�金公司境内投���比

�恰当。 

2 在�算全球投��合回�率�是以中投公司全球投��合公允市��年�生的�化作依据。

�1�截至2009年底中投公司全球�合��分布情况，�2�中投公司全球�合（�金和�

金�品除外）中分散投�和集中持有所占比重。�3�中投公司全球�合分散投�中自�和委托

投�所占比重。其中，自�投�以固定收益�主。

图1 ：全球组合资产分布（2009年12月31日） 

�金和�金�品 32%

股� 36%

固定收益 26%

��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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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2008年

�本回�率1  12.9% 6.8%

全球投��合回�率 2 11.7% -2.1%



100%
20.5%

43.9%

6.3%

28.4%

0.9%

投资战略与管理

图2：全球组合中分散投资和集中持有比重分布（现金和现金产品除外）（2009年12月31日）

中投公司的投���遍布全球，�����及各��型。�4是中投公司全球�合分散投�

中股�部分的地域分布。�5是中投公司全球�合分散投�中固定收益部分的�型分布。

图4：全球组合分散投资中股权部分的地域分布（2009年12月31日）

欧洲 非洲 全部地区北美 拉丁美洲�太地区

图3：全球组合分散投资中自营和委托投资比重分布（2009年12月31日） 

44%

27%

13%
8%

8% 100%

图5：全球组合分散投资中固定收益部分的类型分布（2009年12月31日）

全部�型政府�券 其他��性�品机��券 公司�券 ��支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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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公司全球投��合中的��大�投

�基本上都是直接投�。根据各个�目的特

点，中投公司�活采用不同的交易��，包

括公�市�股票、私募股�、��性�品和

其他�品等，在中投公司的投�要求和被投

�公司的需要之�求得平衡，以��双�。

2009年，�些直接投�主要集中在自然�

源、�色燃料、基��施和金融服�等行

�。右�框�以中投公司在�依斯投��例

介��展直接投�的做法。

投资战略与管理

中投公司对爱依斯电力公司的投资

2009年11月6日，中投公司同意向美国

一家从事��和配���的全球性�力公司

——�依斯公司投�15.8�美元, �占�公司

15%的股�。在�得美国相��管部�的批

准后，��交易于2010年3月完成交割。

�依斯公司�部�在美国弗吉尼�州的

阿��，�有并����在29个国家的�

�和配���，其中包括几家中国国内的�

厂。�依斯公司的收入有三分之二以上是来

自美国之外。�公司希望投�于�力行�的

高���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和新�市�。

用�依斯公司�裁兼首席�行官保��汗拉

罕先生的��：“我���，全球�价格低

廉、可持�的�力具有广泛需求，��空�

巨大。与中投公司合作，能�我�����

上的�活性，�得所需�金加快�目��，

接触到更多高�量的投�机会。”�中投公

司而言，�依斯公司可以提供广�的平台和

全球网�，�投��洲市�和其他新�市�

����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中投公司投�

��人�表示：“我�看中的是他�的平台

和�略。” 

2009年5月，�家公司就投�的可行性�

行初�接触，并在同年8月决定携手合作。在

之后的几个月里，�家公司共同��了交易�

�，�依斯公司并�始向美国的�管和立法机

�介�交易的具体情况、中投公司的作用和价

�以及与公共政策和�管有�的��。 

� 交 易 于 2 0 0 9 年 1 1 月 � 外 宣 布 。 之

后，中投公司和�依斯公司正式���管申

�程序，分�向美国�邦能源管理委�会

（FERC）、美国外国投�委�会（CFIUS）

和��州公共服�委�会（NYPSC）提交了

交易申�。�依斯公司和中投公司所展�出

的透明度与��水准促成了�管�批的加快

完成。各方���一�程提升了中投公司在

美国作���任的投�者的信誉。 

2010年3月，在交易完成后所�布的新�

通稿中，�依斯公司�裁兼首席�行官保�

�汗拉罕先生表示：“我�非常高�与中投

公司建立新的合作�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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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                                             48.7%

中国工商�行                                            35.3%

中国���行                                            50.0%

中国�行                                                   67.5%

中国建��行                                            57.0%

金融机�         持股比例

公司名称
合同�署

��
投��

(百万美元)
初始持股比例

 %
投��型 行�

泰克�源有限公司

（加拿大）
7月 1,500

B�次�投票�

股票

采�和���源

��
17.2%

哈�克斯坦石油天然气

勘探��股�有限公司

（哈�克斯坦）

7月 940 全球存托� 油气 10.6%

���石油公司

（俄�斯）
9月 270 股�收� 油气 45.0%

11月

11月

南戈壁能源�源

有限公司

（加拿大）

11月 500
30年期有抵押

可��
煤炭�采与勘探公司 不�用

布密�源公司

（印度尼西�）
9月 1,900 �券 煤炭�采 不�用 

普通股

普通股

9月 858
来宝集�

（新加坡）
普通股 �源

14.9%的未�薄

流通股

�依斯�力公司

（美国）
1,581 �� 15.0%

保利��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

717 可再生能源
20.1%完全�薄

后股�

表4：2009年部分重点直接投资项目

投资战略与管理

2009年，中投公司的境外投��加迅速。与此同�，��也得到了有效控制。�6�示了中

投公司投��合��水平的�化��：由于公司将大量的�金��用于境外投�，使得公司的整

体投��合（含�金）的��水平有所上升。但同�，境外投��合的��水平因投���的分

散化，以及���的有效管理而有�著下降。  

图6：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变化趋势（2008年6月-2009年12月）

中央�金公司的收益水平取决于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的盈利水平。中央�金公司控股、

参股比例排名前五位的金融机�参�表5。

表5：中央汇金公司控股、参股比例排名前五位的金融机构（200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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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秉承稳健、审慎、尽责的经营理念，

以严谨的态度管理好每笔投资的风险。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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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根据董事会和�行委�会�定的投�政

策、��容忍度，中投公司��管理委�会

��制定全公司的��管理�略及�施，主

要�能包括：制定公司整体��管理�略，

�定��管理政策，�定公司�体��敞口

限�，�核并完成��管理�告，建立公司

��控制体系�估�准等。

2009年，中投公司�一�提高了���

管理和控制重要性的��，并�全球金融危

机中暴露出的一些新��加以充分考�。�

�管理委�会�真�估和�算公司的投��

合��，���合的�成，以�保公司的�

�敞口�持在合理和可控范�之内。��管

理委�会�季度（或根据需要不定期）召�

一次会�。

��管理委�会由部分公司高管和部

����成，�公司的投��略��、��

��和�����行全面和�一�控。投�

部�的��根据需要列席��管理委�会会

�。��管理委�会的成��成参�表6。

表6：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构成

成�

副主席

董事�兼首席�行官

法律合�部��

��配置与�略研究部��

�公室��

公�外事部��

内�部��

��部��

主席

副��理兼首席��官

副��理兼首席��官

��管理部��

首席��官分管��管理部和法律合

�部。其中，��管理部��投���（信

用、市�、流�性和����）的管理。法

律合�部的法律����起草和�核法律合

同，管理法律��；合�������并�

保公司的投�行�符合投�接受国或地区的

相�法律、法�以及公司内部的管理�定。

表7：风险月报的目录内容

1. ���述

2. ��合�成及��/收益特征

3. 信用敞口及状况分析

4. 公�市�股票�合��/收益特征

5. 固定收益��合��/收益特征

6. 通��冲流�性投��合��/收益特征

7. ��收益�合��/收益特征 

8. 私募股�投�概况 

9. ��投�（集中持股）概况

2009年，中投公司��提升了����

的内控管理，具体措施包括：

在��管理部�立����小�。 

在全公司范�内推行新的内控措施：要求

�个部�指派一名�工����和跟踪本

部�的����。此�措施已由����

小�中��内控的人��行�督�施。

重�管理清算�行与托管机�的��和信

用��。

公�外事部��管理国家��、声誉�

�、政策��及其他非商���。

中投公司建立了全面的��管理体系来管

理市�、信用、行�、国�和�率��，�外

部基金管理人�定了��指�并�行�督。在

具体操作中，��管理部、��配置与�略研

究部各有分工、�密合作。��配置与�略研

究部��个����制定“���算”，��

管理部�根据“���算”�不同的����

�定�当的��限�。��管理部与各投�部

��月�会��投�策略、���化及其他投

�中的��管理��，并�情况�行�繁的�

�和磋商。��管理部����投�和外部基

金管理人的委托建��行�估。此外，��管

理部�参与公司���整后收益�算，内部投

��理、外部基金管理人的考�和整体��状

况的�控 。 

中投公司使用国�通行的��管理系�

�行��分析和�告，�控公司持有的各�

�寸（包括外部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寸）的

��状况，向公司管理�提供全面的��管

理周�、月�和季�。表7例�了��月�的

主要目�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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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不断汲取新知识并奉行最佳实

践是我们成功和发展壮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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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投公司的�工数量已从2009年初的

148人�加到年底的246人。无�是在�去�

是将来，中投公司的成功都依�于是否能�

延�、培�和留住�秀的人才。

团队建设 

中投公司从事全球投�，需要延�海内

外的�秀人才，才能打造�大的管理和投��

�，更好支持公司��的

���展。中投公司在招

募人才�要求既有国�化

背景、又熟悉中国的国情

和文化，没有国籍限制，

海外人才需有六年以上相

� 国 � 工 作 的 � � 。 目

前，公司有一半�工�有

海外工作或学�的背景。

中投公司能�各��

�投�人士提供展示个人才能的机会，�工�

��展前景广�。2009年，中投公司从�多�

聘者中���用了大�100名高素��工。

中投公司采用�格的�聘程序，所有�聘

人�必�通�网上招聘系�提交申�。只有通

�了网上��后，才能�入面���。�聘高

��理以上�位的候�人�必�接受公司�位

高管的�独面�。中投公司人��成情况如表8

所示。

团队发展 

中投公司建立了�工�合�估体系，�

�位�工�行考核和�励，并根据考核�果

��培�和�展��。中投公司��工的考

核方式�360度考�，即由上�、同�和下属

从不同�度��工工作���行��。除年

度考核外，在重大�目�束�也�参与�工

�行考核。�工的薪酬福利、�金和晋升等

都与考核�果挂�。 

中投公司重�人才培�。全面�施�工

培���，不��助�工提高�位所需的�

�技能，��助他�全面了解公司的��，

培��工具�高度的“市�敏感”意�。

�位公司�工�年需完成80小�的培

�。培�在以下三个�次展�：人力�源部

在全公司范�内��的培�、各部�自行�

�的培�和个人自我培���。此外，�了

�助�工�公司的全面了解，中投公司�邀

�公司高管及部���做���座，如宏�

��形�分析，《�地�哥原�》的主要内

容等，也会����管理、�管政策�化与

合�、公司��等方面的��。人力�源部

参考�工技能和�效考��果，��位�工

量身定制年度培���，并�培��度�行

跟踪。公司主要是借助本地的高等院校和�

�机���培�，大部分的培�活�在中国

境内�施，也会安排�工参加一些境外培�

��。

2009年，中投公司�新用人制度，从国

内和国���高等院校�用�届��生。被

�用人�需�行�期�年的��，在全面了

解公司整体��、掌握全方位技能并�定个

人�展方向后，再�定任�的�位。

留住人才

中投公司��到要留住人才必��足�

个基本要素：首先，��工�造��合作、

表8：人员构成情况（2009年12月31日）

���取的工作氛�，��位�工个人�展

�造机会；其次，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

有�争力的薪酬体系。 

中投公司将��致力于�造和保持�

�向上的工作氛�。管理��人才的高度重

�、公司��的蓬勃�展、公司使命的重要

性等因素，都将有助于中投公司吸引和留住

更多的�秀人才。

中投公司根据�工的个人�献和���

作表��行�励，同�建立具有�争力的薪

酬��。2009年，中投公司�所有�工�施

了新的薪酬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成：基本

工�、浮�或可�薪酬以及与考��果和�

�挂�的�金。建立�一体系的主要目�在

于�行合理的�效激励机制，并通�明�公

司核心价��的重要性，促�整个公司的�

�与和�。 

人力资源

管理层对人才的高度重

视、公司业务的蓬勃发

展、公司使命的重要性

等因素，都将有助于中

投公司吸引和留住更多

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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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数

246

高等学� 海外工作�� 海外教育�� 非中国国籍

199 115 132 31

�注： *�士及以上学�。 

*



�非，英国�里大学博士，�任本公

司人力�源部高�副�理，曾任�于

英国吉�福�西南英格��展署， 

2008年1月加入中投公司。

 

 “我加入中投公司是因���像我

��的年�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能

接触到世界金融市�的前沿并承担起

重要��。我的工作是�公司招聘金

融��人才。中投公司的招聘程序非

常�格，我�招聘的�象是那些具有

��合作精神，愿意�公司的成功�

行奉献的�秀人才。”

周国民
刘浩凌

�浩凌，英国�敦商学院金融�士，

�任本公司法律合�部高��理，曾

任�于高盛集�，2008年3月加入中

投公司。

 

 “我工作的一�重要��是��和提

升中投公司的信誉。一�出�的投�

�失今后�可以挽回，但信誉一旦受

�，想要恢�就非常困�。正直�信

�中投公司来�至�重要。”

尹岩武

尹岩武，佐治�理工学院数量金融

�士，�任本公司��管理部高�

�理，曾任�于Earnest Partners

��管理公司，2008年6月加入中

投公司。

“我被中投公司提供的�具价�的

工作机会吸引。公司��位�工搭

建了一个广�的平台，�我�能接

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秀人才和先

�理念。”

人力资源 

徐迪

徐迪，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任本公

司私募投�部副��，曾任�于瑞�

�券， 2008年12月加入中投公司。

“中投公司的��目�是�股��取

���整后�期、可持�的投�回

�。我�能�在中投工作而感到自

豪。作�一名投���人�，我�的

工作要求�健�慎、��合作和恪尽

�守。中投�我�提供了�佳的学�

�境。”

贾非

周国民，��州立大学工商管理�

士，�任本公司��部��，曾任�

于��威会��事�所，2008年7月

加入中投公司。

 “加入像中投��新成立的大型投

�机��我来�充�了吸引力。在�

里，我目睹了高素�的�����心

�力打造一个成功企�的�程。我

�有机会把世界各地最好的做法吸收

�来，并根据我�的需要�行融会�

通。中投公司一直���慎�信的原

�，作�年�的、成�中的企�，�

�有着巨大的�展潜力。我期待迎接

更多的挑�。”
王艳

王�，新加坡管理大学�士，�任

本公司��投�部高�副�理，曾

任�于中国�行，2009年1月加入中

投公司。

“中投公司�我的���展提供了

一个理想的平台。在�里我拓�了

眼界，�得了有�基��施投�的

重要技能，并且也�公司的��成

�做出了���献。加盟中投公司

的��是我��生涯中做出的最好

决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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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与合作

我们将最高标准的专业精神

注入到公司业务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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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与合作

中投公司作�一家面向海外市�投�

的年�公司，深知与国�社会�展��的重

要性。�展国���既有助于塑造中投公司

作�透明的��投�者的良好形象，展��

《�地�哥原�》的承�；也有助于中投公

司更好地了解利益相�方的�切，学�和借

�他人的��。中投公司

管理�与国���、投�

接受国政策制定者以及�

管 机 � 保 持 了 � 常 性 �

通，并��参加各���

��、政策研�会、多�

和双�会�。

自2008年5月主��

富 基 金 国 � 工 作 � 成 立

以来，中投公司作�工作�的�始成���

参加工作�会�，��和探�相���，并

在制定和起草《主��富基金普遍接受的原

�和�践》（即《�地�哥原�》）方面�

�了重要作用。2009年4月，中投公司参与

了“主��富基金国���”的�建，并�

�参加��的各�活�。��旨在�全球主

��富基金提供一个�通、交流的平台，鼓

励主��富基金探�共同�心的��，交流

《�地�哥原�》的�行情况，��与其他

相�方、特�是投�接受国�展��，致力

于建立和��一个�放、公平和非��的投

��境。��成立伊始，中投公司�事�当

����副主席。2011年4月，中投公司将在

北京承���的下一次会�。

中投公司高管�常出席国�多�和双�

会�，探���和�管政策等重要��，交

流�全球��形�、投��境、影�跨境投

�及�本流�等��的看法。2009年，中投

公司参加了��合作与�展����的“投

�自由��会�”，同与会的各国政府、�

管机�和投�公司的代表一起��影�主�

�富基金和其他国�投�者�得公平、非�

�待遇的�管��。中投公司��邀参加了

一系列正式的多�和双���，包括与美

国、欧盟、巴西、新加坡和澳大利�在内的

各国政府和�管机�官��行磋商。此外，

中投公司主�与相�国家的�管当局和政府

官��行接触，保持了�常性、面�面的�

中投公司积极推动

建设更有利于资本

市场准入和跨境投

资的公开、公平和

非歧视性的环境。

通，既��一般性的投�政策和法�，也就

具体的投��目，特�是可能引起�些国家

�注的行��入，如能源行�等交流看法。

2009年，中投公司与澳大利�、加拿大、法

国、英国、美国等�展了此��通活�，并

接待了�多国�来�人士，包括国���和

外国政府的官�、�管机���人、立法机

�成�、学�界人士和企�高管等。  

2009年，中投公司就一系列的投�交

易�行了��新��布，在公司网站上提供

最新信息和交易披露，�布年�，�公司治

理、投�和��管理、全球投��合及��

等�行��介�。

中投公司深信，���展�外交流与合

作，�于更好地促�与国�社会的�通与�

系，���投�接受国或地区投��境的了

解，展示��、�慎、��的良好形象都是

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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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倡团队精神，鼓励合作，以保证

公司高效运转，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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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和�行存款 18,622  47,803 

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

 －�金�品 20,673  45,436 

 －股� 39,828  1,949 

 －固定收益 25,383  8,312 

 －��投� 7,430  362

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合� 93,314  56,059

�收及�付款 3,067  1,565 

持有至到期投� 14,424  15,189 

�期股�投� 201,409  171,156 

�延所得税�� 962  1,765 

其他�� 596  4,003 

���� 332,394  297,540 

2009年财务报告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中投公司的合并���表是按照中国�政部2006年�布的《企�会�准�》�制。�准�已

��了与《国����告准�》的�同。中投公司的独立����本公司合并���表�行了�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告。中投公司�制的���表符合企�会�准�的要求，真�、

完整地反映了中投公司2009年12月31日的��状况以及2009年度的��成果和�金流量等有�

信息。

�制符合《企�会�准�》的���表，需要管理�以�史��及其他在具体情况下�信�

合理的因素�基�，作出有�判断、估�和假�。�些判断、估�和假�主要�用于金融��的

估�和所得税。

中央�金公司分�采用�益法和成本法核算�期股�投�，不合并参控股机�的���表。

中投公司的会�年度�公�1月1日至12月31日。中投公司以美元���本位�；中央�金

公司以人民����本位�。中投公司会�核算中除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

融��、��外，其余均以�史成本��价原�。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12月31日）

（金额单位均为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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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续)（12月31日）

(金额单位为百万美元) 

  

投�收益

利息收入 1,656  4,066

股息收入 938  135

��价差收入 186  50

�期股�投�收益 31,706  26,367

公允价���收益 10,318  (6,495)

��收益 72  (167)

投�收益合� 44,876  23,956 

��成本

投��用 (106) (42)

管理�用 (47) (32)

�����失  -  (21)

��成本合� (153) (95)

��利� 44,723  23,861

��外收支�� (25) 1 

利��� 44,698  23,862

所得税�用 (3,038) (731)

�利� 41,660  23,131 

  

��

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 4,057  5,346 

�延所得税�� 1,575  43 

其他�付及�� 6,752  3,395 

��合� 12,384  8,784 

所有者�益

�收�本 200,000   200,000 

公�和其他 120,010  88,756 

所有者�益合� 320,010  288,756 

��和所有者�益�� 332,394  297,540

2009年财务报告

合并利润表

 (金额单位为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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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会计政策摘要

金融工具的分类

本公司的金融���分�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和持有至到期投

�。本公司的金融���分�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和其他金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和金融��，包括交易性金融��和金融

��，以及指定�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和金融��。

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固定或可�定，且公司有明�意�和能力持有至

到期的非衍生金融��。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指除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以外的金融��。其他

金融��主要包括其他金融机�存放款�和�出回�金融��。

金融工具的计量

初始���，金融工具以公允价��量。后��量�，持有至到期投�采用��利率法以�

余成本�量。

以公允价��量且其���入当期�益的金融工具因公允价���形成的利得或�失，�入

当期�益。�于以�余成本�量的金融��和金融��，其�止��、�生��或���程中�

生的利得或�失�入当期�益。

公司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在衍生金融工具合同���，衍生金融工具以公允价��行初始

�量，并且�个����表日以公允价��行后��量。因公允价���而�生的利得或�失，

�入当期�益。某些衍生金融工具会嵌入到非衍生金融工具(即主合同)中。嵌入衍生金融工具将

与主合同分拆，并作��独的衍生金融工具�理。

�存在活�市�的金融工具，以活�市�中的�价�定其公允价�。活�市�中的�价是指

易于定期从交易所、��商、行��会、定价服�机�等�得的，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

生的市�交易的价格。金融��或金融��没有�行出价和要价，但最近交易日后���境没有

�生重大�化的，�采用最近交易的市��价�定�金融��或金融��的公允价�。

�不存在活�市�的金融工具，采用估�技��定其公允价�。所采用的估�技�包括参考

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行的市�交易使用的价格、参照��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

当前公允价�、�金流量折�法和期�定价模型等市�参与者普遍�同，且被以往市�交易价格

��具有可靠性的估�技�。公司定期�估估�技�，并��其有效性。 

2009年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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