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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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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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1月07日 

集合计划成立规模：208,772,227.65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规模：60,406,241.40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0年1月7日-无固定期限。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把握行业景气度变化和市场运行的脉搏，精选发展前景良好或周期复苏

行业中的领先企业。严格控制风险,追求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集合计划投资理念：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采取自上而下的大类资产配置策略，灵活运用

多种投资策略，深入挖掘重点行业中的优势企业，以有效捕捉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变动和产品

创新产生的投资机会。  
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 指数*60%+上证国债指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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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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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法定代表人：易会满 

联系人：郭明 

联系电话：95588 

传真：010-6610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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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7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9447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3.2577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77,875,518.47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31,748,206.80 

6  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110,756,177.23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1.8335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21.45%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4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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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不包括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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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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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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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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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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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分红金额)}-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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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4、本期每份额净值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期间  计划净值增长率①  投资基准收益率②  ①-②  

2019年01月01日-2019

年03月31日 
21.45% 34.19% -12.74% 

2010年01月07日-2019

年03月31日 
248.38% 56.73% 191.6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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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3-16 0.5000元  - 

2014-01-08 0.2000元  - 

2014-12-17 0.3000元  - 

2015-12-11 0.3000元  - 

2016-12-07 1.0000元  - 

2017-12-19 0.6300元  - 

2018-12-21 0.2000元  - 

合计  3.13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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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根据本计划说明书与合同约定，本期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514,690.75元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业绩表现  

  截止到2019年3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2.9447元，本期净值增长率为

21.45%，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3.2577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248.38%。 

      

 

 

(二) 投资主办人简介  

  李竞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主办人，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证

券从业11年，历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总部研究员，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专户投资部投资主办人，私募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投资主办人。 

  谭鹏万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权益投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投资主办人，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证券从业12年，历任华宝信托研究员，信诚

基金投资部基金经理，瑞泉基金投资部投资总监兼公募负责人，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部投研总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投资主办人。 

  根据管理人公告，自2019年3月26日（含）起，增聘谭鹏万先生为本集合计划的投

资主办人。 

 

(三)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A股在估值修复带动下大幅上涨，其中上证综指上涨24%，深证成指上涨

37%。1月，央行宣布全面降准，总理讲话释放信用扩张信号，中美谈判磋商进展好于预

期，政策利好和外部环境改善使风险偏好开始修复，A股市场在震荡中迎来反弹，但在

实体数据不明且缺乏增量资金的情况下，1月底市场成交量出现萎缩。2月，社融数据的

增长和北上资金的流入促使流动性逐渐改善，股市再度抬升，市场估值和换手率增幅加

大。3月，MSCI纳A、科创板推出、增值税改革等利好事件继续推动股市上涨，且创业板

的涨幅高于大盘，但在部分利空消息和基本面数据影响下，投资者开始从主题投资转向

消费品等季报较好的板块投资，而3月的PMI数据更是站在了枯荣线上方，市场对经济的

预期或已发生反转，又推动了周期股的上涨。 

宏观方面，一季度经济数据略有回落，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相比去年

下滑0.9个百分点，春节因素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的进出口下滑影响下拖累工业生

产。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延续去年4季度以来的缓慢抬升趋势，受政策对

冲的影响基建小幅反弹，房地产投资加速，制造业投资增速回落。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

但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负增长，新开工面积大幅回落，后续房地产投资回落压力较大。

消费增速与去年底持平，汽车销售降幅收窄，地产相关商品销售降温。通胀持续回落，

预计未来随着猪肉价格回升有所反弹，PPI持续低位。从1-3月金融数据来看，宽信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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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效果已有所体现，社融增速扭转下滑态势，信贷结构有所改善，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

幅度明显，非标融资降幅收窄。M2虽略有反弹，M1继续低位徘徊，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政策方面，一季度政策对冲力度较大。央行年初以来呵护市场意愿较强，切合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的“宏观政策更为强调逆周期调节”的要求。1月份央行全面降准，

加强宽信用措施，央行货币政策基调由“稳健中性”转为“稳健”，强调了疏通货币政

策传导机制，体现了货币政策总量合理，松紧适度的思路。 

展望2019年第二季度，减税降费或边际改善制造业投资，消费在政策刺激下存企稳

可能，出口抢跑透支逐渐消化，最终经济答卷在于趋势与政策的博弈，预计二季度经济

有所复苏，但上行时点并不稳健，与政策抉择有关，GDP围绕 6.2-6.3%略有修复。二季

度货币政策预计将保持稳健偏宽的态势，市场利率或将保持低位运行。接下去关注汽车

销售回暖以及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的边际改善。 

当前A股的估值无论是与自身历史对比还是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都不算高，短

期较快上涨后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震荡盘整，但中长期上涨趋势不变。自下而上的选股

策略将可能是不错的超额收益来源。转债市场二季度重在挖掘结构性和行业轮动机会。 

二季度我们总体保持谨慎乐观。配置上，我们仍然坚持白马价值选股，以食品饮料、

家电等消费品行业以及景气触底的蓝筹龙头板块如汽车、航空等。同时我们也将密切关

注宏观经济的动态变化，以此作为观察大盘变化的核心指标。 

 

(四) 内部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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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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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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5,820.84 7.81% 

交易保证金  1,056,163.30 0.59% 

证券清算款  - - 

应收申购款  - - 

股票投资  163,532,397.69 91.48% 

其中：港股投资  55,708,695.98 31.16% 

债券投资  - - 

权证投资  207,688.15 0.12% 

基金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它投资 - - 

其它资产  3,491.74 - 

合计  178,765,561.7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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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19 贵州茅台 14,776 12,618,556.24 7.09% 
600887 伊利股份 427,927 12,456,954.97 7.00% 
601318 中国平安 154,662 11,924,440.20 6.70% 
000002 万 科Ａ 320,200 9,836,544.00 5.53% 
02899 紫金矿业     2,532,000 7,058,753.91 3.97% 
600426 华鲁恒升 450,509 6,888,282.61 3.87% 
600745 闻泰科技 226,697 6,816,778.79 3.83% 
00175 吉利汽车 518,509 6,671,577.53 3.75% 
600066 宇通客车 491,248 6,597,460.64 3.71% 
00291 华润啤酒     232,000 6,577,190.6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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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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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权证代码  权证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02922 
金风科技港股配股

权证 78,356.00 207,688.1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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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卖）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IC1909 IC1909 5.00 5,420,200.00 426,920.00 
总额合计     426,920.00 

减：可抵销期货暂收

款  
   426,920.00 

股指期货投资净额     -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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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16,650.85 - 5,210,409.45 60,406,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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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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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东方红-先锋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东方红-先锋1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 

3、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方红-先锋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批复》 

4、《东方红-先锋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东方红-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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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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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