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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制作。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于2019年3月22日对本

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报告财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2019年3月

29日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

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自2018年01月01日-2018年12月31日 

 

一、集合计划简介 

 

1、基本资料 

集合计划名称: 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成立日：2011年10月18日 

集合计划成立规模：158,975,978.95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规模：1,948,729.13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1年10月18日-不设固定存续期限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量化精选个股，控制市场风险，崇尚稳健增值，追求绝对收益。  

集合计划投资理念：本集合计划遵循价值投资和积极配置的理念，以研究为导向，以政

策为指引，以获取长期稳定收益为目标，通过组合投资和量化管理，

注重控制投资风险并兼顾流动性，深入分析各类证券的风险收益特

征，确定各类别资产间的分配比例，并随着各类证券风险收益特征

的相对变化及时调整权益类与固定收益类等资产的比例，实现集合

计划资产的最佳增值潜力。  

2、集合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1层 

法人代表：潘鑫军 

联系人：吴比 

联系电话：4009200808 

传真电话：021-63326981 

网址：http://www.dfham.com 

3、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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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杭州市中河中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戴春林 

联系人：李军 

联系电话：0571-87336685 

传真：0571-87804645 

网址：www.icbc.com.cn 

4、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5、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叶尔甸、陈熹 

联系电话：021-23232035  

传真：021-23238800  

 

二、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1223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066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1.3631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961,623.29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147,511.78 

6 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12,894.16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0.0066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6.73%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38.03% 

注：本期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和净值未扣除管理人可提取的业绩报酬，以上财务指

标不包括认购或交易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 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1）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集合计划期末可分配利润÷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2）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3）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分红 

（4）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值/(分

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分红金额)}-1 

（5）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第一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第二

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l）×„„ ×（最后一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

净值增长率+1）－1 

3、 集合计划净值收益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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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益分配情况 

集合计划成立以来，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红利日期 每10份集合计划分红（至少保留2位小数） 备注 

2018-12-21 0.4000元 - 

2017-12-19 0.2200元 - 

2016-12-07 0.1000元 - 

2015-12-14 2.7450元 - 

2015-01-09 0.1000元 - 

合计 3.5650元 - 

  

 

5、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根据本计划说明书合同约定，本期管理人未提取业绩报酬。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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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8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1.0066元，本期净值增长率为-6.73%，

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1.3631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38.03%。 

 

（二） 投资主办人简介 

朱伯胜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私募权益投资部投资主办人，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证券从业20年，历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总部研究员、投资经理，上海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专户投资部投资主办人，拥有丰富的证券投资经验。  

王丹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投资主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

济学硕士，从事债券投资交易工作15年，历任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研究员、交易员，

深圳发展银行资金管理部人民币业务室经理，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财资市场部高级副

总裁，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执行董事，拥有丰富的债券投资经

验。 

杨枫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权益投资部投资主办人，北京大学经济

学硕士、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证券从业6年，历任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

益部研究员、私募权益投资部投资支持经理。 

 

（三）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2018年第四季度，权益市场随着贸易战加剧和经济数据恶化不断创出新低，同样的坏消

息则成为了固定收益市场的利好，收益率也创出了全年低点。 

纵观18年，贸易战成为超预期的主要因素。直至年底，舆论和市场人士似乎才开始正视

并试图充分估计其影响。贸易战核心是政治的，它与台海、南海等几乎所有中国面临的地缘

政治问题都有关联，这也是日本经验未必能供借鉴的原因。若把贸易战作为地缘政治问题的

一个枝节来看的话，我们对贸易谈判进程的判断或许能够更慎重一些。贸易战使得人民币汇

率问题变得更加政治化，这意味着汇率政策的制定多了一个局限条件。观察最近中央银行的

货币政策，感到越来越多的总量工具用来执行结构性任务，鉴于其组织特征，必然依赖一系

列的“指标”对被监管者的行为进行监测。但是谁来监督“指标”所测量的数据之准确度呢？

市场和监管者能否充分预期这些指标的真实运行效果呢？ 

虽然市场利率已经下行，但实际利率相对于启动经济来说仍然偏高。而且我们在其他方

面观测到的紧缩性政策并没有放松多少，与过往不同，这次的紧缩政策顶层设计更完善，体

系性更强，也更难退出。受到其管控较少的只有居民和中央政府了，这两方面的政策动向，

会成为我们主要的观测目标。 

无论内政外交，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前面的道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新的。可以类比的国

内外经验不多，一不小心就类比错了。作为一个境内市场投资者（港股代表性不够丰富，不

足以进行全球对冲），我们将谨慎前行。 

权益类资产，全年可能还有低点，但相对看好2019年1季度行情。配置上首先要警惕低

估值陷阱带来的风险，其次围绕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这两个最容易启动经济的点进行资产配

置，最后利用市场的某些偏见交易。 

固收类资产，宽信用效果将逐步显现，金融数据将先于经济数据见底，我们预计全年收

益率的波动会增大，不过收益率低点似乎不大可能低于16年。相对宽松的货币市场环境是宽

信用的必要条件，短端利率的全年中枢水平预计会维持在近3年的低位，不过我们将充分估

计货币政策制定难度和财政政策的突发性，维持一个谨慎且有弹性的仓位。 

 

（四）内部性声明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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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2、风险控制报告 

集合计划管理人设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作为独立风险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系统监控和现

场检查，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和评价。在交易

系统中设置各类合规性指标进行限制，实现交易事前控制，确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的合

法合规。对于每日风险监控中发现的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及时提醒投资主办人或责任部门

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规避风险事件发生。 

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实行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的同时，也接受托管银行、上级监管机构、

中介审计机构以及委托人的监督。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

相关制度和本集合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

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

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表 

 

（一） 资产负债表： 

日期：2018年12月31日 

单位：元 

资     产 期    末 年   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        末 年      初 

 余     额 余    额  余        额 余      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156,747.96 315,477.44 短期借款 - - 

结算备付金 489,841.12 505,602.53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存出保证金 330.72 4,457.37 衍生金融负债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20,038.27 981,413.7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其中：股票投资 316,440.06 616,765.16 应付证券清算款 0.04 0.03 

      债券投资 21,229.00 - 应付赎回款 - - 

      基金投资 782,369.21 364,648.62 应付管理人报酬 255.50 278.27 

资产支持证

券投资 
- - 应付托管费 255.50 278.27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0,001.50 400,001.00 应付交易费用 262.27 32.94 

应收证券清算款 120.82 753.97 应付税费 3.54 - 

应收利息 319.75 -32.35 应付利息 - - 

应收股利 - - 应付利润 - - 

应收申购款 - - 其他负债 5,000.00 20,000.00 

应收信托红利 - - 负债合计 5,776.85 20,589.51 

其他资产 - - 所有者权益：     

其他投资 - - 实收基金 1,948,729.13 1,948,729.13 

      未分配利润 12,894.16 238,3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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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61,623.29 2,187,084.23 

资产合计: 1,967,400.14 2,207,673.74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967,400.14 2,207,673.74 

  

 

（二） 经营业绩表 

日期：2018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93,014.35 

1、利息收入 12,644.5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4,965.79 

      债券利息收入 97.01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7,581.76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121,836.2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3,850.77 

      债券投资收益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58,784.69 

      权证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1,587.00 

      股利收益 20,787.82 

      其他投资收益 -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227,495.19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 

二、费用 54,497.43 

1、管理人报酬 3,124.52 

2、托管费          3,124.52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6,048.03  

5、利息支出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 

6、其他费用 42,200.36 

三、 利润总额 -147,511.78 

  

 

 

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2018年12月31日 

单位：元 

1、资产组合情况： 

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 646,589.08 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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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保证金 330.72 0.02% 

证券清算款 120.82 0.01% 

应收申购款 - - 

股票投资 316,440.06 16.08% 

其中：港股投资 170,263.18 8.65% 

债券投资 21,229.00 1.08% 

权证投资 - - 

基金投资 782,369.21 39.7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0,001.50 10.17% 

其它投资 - - 

其它资产 319.75 0.02% 

合计 1,967,400.14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2、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01171 兖州煤业股份 8,000 44,300.67 2.26% 

600660 福耀玻璃 1,389 31,641.42 1.61% 

02899 紫金矿业 12,000 31,227.77 1.59% 

00425 敏实集团 1,400 30,973.67 1.58% 

00586 海螺创业 1,500 30,623.19 1.56% 

002271 东方雨虹 2,200 28,490.00 1.45% 

01208 五矿资源 8,000 23,622.35 1.20% 

600585 海螺水泥 753 22,047.84 1.12% 

002734 利民股份 1,360 13,926.40 0.71% 

600176 中国巨石 1,166 11,275.22 0.57% 

  

 

3、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518880 黄金 ETF 53,300.00 150,625.80 7.68% 

150299 银行股 A 146,977.00 143,302.58 7.31% 

161226 白银基金 162,469.00 127,700.63 6.51% 

150175 恒中企 A 96,249.00 91,821.55 4.68% 

164701 添富贵金 137,857.00 86,022.77 4.39% 

150223 证券 A级 70,900.00 73,806.90 3.76% 

150221 中航军 A 37,900.00 40,553.00 2.07% 

150022 深成指 A 50,000.00 32,600.00 1.66% 

150196 有色 A 26,916.00 27,588.90 1.41% 

150130 医药 A 7,229.00 7,077.19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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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证明细 

权证代码 权证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5、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期权明细 

期权代码 期权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6、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132011 17浙报 EB 230 21,229.00 1.08% 

  

 

7、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 

 

 

六、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期 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本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1,948,729.13 - - 1,948,729.13 

  

 

七、重要事项揭示 

 

（一）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托管人的董事长、行长没有发生变更。 

（二）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于2018年3月8日发布公告，同意陈光明同志自2018年3月7日起辞去

公司董事长职务，由潘鑫军同志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总

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三）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从业人员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项目 持有集合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管理人董事、监事、从业人

员及从业人员配偶参与本集

合计划的情况 

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0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卖）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总额合计    - 

减：可抵销期货暂收款    - 

股指期货投资净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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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

的情况 

注：上表中的其他关联方范围由管理人按重要性原则确定。 

区间：0、0～50、50～100、100～500、500～1000、1000～2000、>2000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3、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设立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批复》 

4、《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6、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东方红-量化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二）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工作时间到管理人办公地址或登录管理人网站查阅。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

向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网址：www.dfham.com，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