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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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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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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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9年01月01日-2019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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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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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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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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中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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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03月31日 

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066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374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1.3939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021,630.05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60,006.76 

6  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72,900.92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0.0374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3.06%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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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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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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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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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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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1-09 0.1000元  - 

2015-12-14 2.7450元  - 

2016-12-07 0.1000元  - 

2017-12-19 0.2200元  - 

2018-12-21 0.4000元  - 

合计  3.5650元  - 

 

5、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根据本计划说明书及合同约定，本期管理人未提取业绩报酬。 

 



 2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业绩表现  

  截止至本报告期末，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1.0374元，本期净值增长率为3.06%，

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1.3939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42.25%。 

 

(二) 投资主办人简介  

  王丹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私募指数与多策略部总经

理、投资主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证券从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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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权益投资部投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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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昕女士，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指数与多策略部投资主办人，上海

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证券从业8年，历任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债券投资与交易部交

易员，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投资助理、私募权益投资部投资支持

高级经理、投资主办人。  

    根据管理人公告，自2019年3月22日（含）起，杨枫先生因工作需要不再担任本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主办人，增聘刘昕女士为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主办人。 

 

(三)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季度股票市场展开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上涨，“中小创”上涨幅度更是惊人。债券

市场创出收益率低点后，经历了一轮快速下跌，期限利差增加，短期限低等级信用债有

所回暖。 

在国际股市反弹、贸易战缓和、科创板提速、稳增长定心丸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季度

股市反弹的强度和广度振奋人心。北上资金五年以来最大规模流入无疑是撬动市场的主

要支点。考虑上述几个市场驱动事件，似乎都是短期和相机抉择的武断因素，仅凭上述

几个原因A股“牛短熊长”的魔咒很难打破。剩下的解释，比如居民资产配置、估值因

素等，都有一厢情愿的意味。作为参照，债券市场近期表现出来的与股市的跷跷板效应，

是出现的过早了，也说明市场没有摆脱短期刺激市的窠臼。 

为了国内经济、政策循环的顺利进行，这轮牛市是”被需要”的牛市。他的催生又直接

跟中美贸易战中谁先眨眼睛相关。市场用特别的热情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既然热情已

经被点燃，就没那么容易熄灭，即使事后看整个行情很短暂也要有一个癫狂的阶段出现，

目前还处在癫狂之前。 

组合配置上会择机在短期杀跌时增加权益配置，酌情增加一些抗通胀标的。为了启动经

济，目前长端利率还是有些高，若现在长端利率就开始上行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打

击会比较大。加之贸易战等还有变数，即使贸易战告一段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政经

角逐仍然会对风险偏好造成打击，因此固定收益端我们仍然会留有一定的长债头寸。 

 

(四) 内部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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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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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2019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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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063.86 39.08% 

交易保证金  576.22 0.03% 

证券清算款  - - 

应收申购款  - - 

股票投资  346,248.41 17.06% 

其中：港股投资  180,640.80 8.90% 

债券投资  98,187.20 4.84% 

权证投资  - - 

基金投资  790,297.14 38.94%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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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投资 - - 

其它资产  1,022.47 0.05% 

合计  2,029,395.30 100.00% 

注：“其它资产”包括“应收股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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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08.49 2.62% 

00586 海螺创业     1,500 36,155.85 1.79% 
02899 紫金矿业     12,000 33,453.81 1.65% 
00425 敏实集团     1,400 29,662.38 1.47% 
600660 福耀玻璃 975 23,721.75 1.17% 
01208 五矿资源     8,000 21,890.80 1.08% 
600585 海螺水泥 567 21,648.06 1.07% 
002734 利民股份 1,360 19,284.80 0.95% 
000002 万 科Ａ 600 18,432.00 0.91% 
600271 航天信息 600 16,758.00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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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黄金易(ETF) 53,300.00 148,600.40 7.35% 
150299 银行股 A 146,977.00 146,683.05 7.26% 
161226 白银基金 162,469.00 122,014.22 6.04% 
150223 证券 A级 101,500.00 101,500.00 5.02% 
150181 军工 A 100,000.00 98,200.00 4.86% 
164701 添富贵金 137,857.00 82,024.92 4.06% 
150221 中航军 A 56,514.00 58,152.91 2.88% 
150196 有色 A 26,916.00 26,781.42 1.32% 
164402 中航军工 2,718.00 2,837.59 0.14% 
160221 国泰有色 2,220.00 1,734.2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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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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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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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303 03国债⑶ 390 39,499.2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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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547 16国债 19 400 37,068.00 1.83% 
132011 17浙报 EB 230 21,620.00 1.07% 

 

7、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期 2019年01月01日-2019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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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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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三）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从事重大关联交易。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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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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