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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集合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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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合同及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东方红丰和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8年 9月 11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265,547,466.87 
本期利润(元)  1,399,303.37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9,201,293.32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468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468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0.53%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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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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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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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集合计划无业绩比较基准。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 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期末市值 （元）  
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11,246,012.01 3.54 
  其中：境内股票  7,056,472.92 2.22 
  港股投资  4,189,539.09 1.32 
2  固定收益投资  223,841,354.60 70.51 
3  基金投资  64,186,355.20 20.22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12,502,173.36 3.94 
7  其他资产  5,692,907.44 1.79 

8  资产合计  317,468,802.61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二)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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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

值比例(%)  

00586 海螺创业     125,500.00 3,046,966.31 1.15 
600585 海螺水泥 44,000.00 1,826,000.00 0.69 
601688 华泰证券 55,500.00 1,238,760.00 0.47 
600176 中国巨石 121,700.00 1,159,801.00 0.44 
00288 万洲国际     164,000.00 1,142,572.78 0.43 
600271 航天信息 47,200.00 1,087,960.00 0.41 
601939 建设银行 120,018.00 892,933.92 0.34 
000703 恒逸石化 62,300.00 851,018.00 0.32 
注：对于同时在 A+H 股上市的股票，合并计算公允价值参与排序，并按照不同股票分别披

露。 
  

(三)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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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

比例(%)  

114212 17 中铝 01 300,000.00 30,120,754.80 11.34 
180211 18 国开 11 200,000.00 20,240,000.00 7.62 
180023 18 附息国债 200,000.00 20,218,000.00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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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55177 19 长电 01 200,000.00 19,936,000.00 7.51 
132007 16 凤凰 EB 181,420.00 17,942,438.00 6.76 

 
 

(四)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

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

比例(%)  

150196 
国泰国证有

色金属行业

指数分级 A 
19,185,238.00 19,377,090.38 7.30 

150018 银华稳进 8,500,313.00 8,406,809.56 3.17 

150223 
富国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 A 
7,998,424.00 8,142,395.63 3.07 

150175 
银华恒生国

企指数分级

(QDII)A 
4,757,543.00 4,762,300.54 1.79 

150200 
招商中证全

指证券公司

指数分级 A 
2,739,983.00 2,712,583.17 1.02 

 
  

(五)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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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买/卖）  合约市值(元)  
公允价值变动

(元)  

IH1907 IH1907 -1.00 -873,900.00 780.00 
IF1907 IF1907 -4.00 -4,566,000.00 -136,480.00 
 
  

(七)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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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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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无因从事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

证券款余额。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 投资主办人情况  

投资主办人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王丹 硕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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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昕 硕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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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 季度贸易谈判的进程成为驱动股票的主要因素，最终指数录得小幅下跌。债券市场除

了贸易谈判因素外，国内外经济增长放缓对收益率的压制作用也比较明显。期限利差稳定，

低等级信用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回购融资受阻。 

股市再一次表明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国际贸易链条的重构，必然导致全球宏观经济景气

度下行，这个过程类似于更换经销商，初期都是成本。该类重组对经贸关系中的卖方而言，

影响要深远得多，远不止更换经销商那么容易计算。市场中的分歧往往也体现在这里，即评

估卖方是不是容易被替换掉，多久可以完成这个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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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据鲜有亮点，1 季度的经济走好，主要由于基建推动，而随着资产规模越来越大，

基建边际推动作用越来越小，表现为起作用的时间变短，幅度变小。抛开房地产，内生性的

增长动力越来越弱。而启动房地产又进一步固化各个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国际收支方面，近

几年外资持有的二级市场可交易权益和债券总市值已经接近外汇储备。制造业脱钩由金融业

融合弥补，也就是说不怎么热的、直接创造就业的资金被比较热的、更间接而且权利义务更

明确的资金代替了。 

包商银行事件对中国货币流通造成的影响触及根本，之后的非银融资困境是直接后果。

整个事件是非常紧缩性质的，而且影响还在发酵。长端利率的位置尚不能有效启动经济。由

于市场处于一个更剧烈波动的大背景下，而组合拥有的金融工具很难控制其风险，因此整体

上我们保持一个温和的利率风险配置。贸易谈判的波折消耗了权益市场的人气，估计要等待

消息面更大的刺激才能启动了。组合在权益端的配置思路仍然是轻仓并投资贸易重构受影响

较小的品种。 

(三)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一贯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集合计划和组合，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应

的制度和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报告期内，本公司

严格执行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制度》等规定。 

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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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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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请参见管理人官网公告的本集合计划托管报告。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460,081.26 451,508.69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7%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季支付。 

（3）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G=E×0.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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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E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二)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39,435.51 38,700.74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06%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季支付。 

（3）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H＝E×0.06%÷365 

H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E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三) 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1）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期间提取评价日、委托人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终止日。每份集合

计划份额的业绩报酬以该笔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如无上一个发

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推广期参与的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存续期参与的为参

与当日，下同）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的绝对收益率 R，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计算基础。 

%100×
−

=
C

BAR
 

A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为该笔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为该笔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集合计划的运作期：集合计划第 1个运作期为集合计划成立日（含）至集合计划第 1个常规

开放期的首日（不含），此后第 N个运作期（N=2,3,4）为第 N-1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含）

至第 N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不含），第 5个运作期为第 4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含）至集

合计划终止日。ri 为第 i个运作期内集合计划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每年按 365天计），

首个运作期的 r1 为【5.6】%，管理人将在每个运作期开始前至少提前【3】个工作日公布下

一个运作期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i。 

对于某一笔份额 x，自其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起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

日期间，其适用的第一个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其适用

的第二个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以此类推，其适用的最

后一个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则该笔份额 x 的绝对业绩

报酬计提基准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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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份额 x的业绩报酬计算公式如下： 

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 ）计算方法 

R≤RX 0 
  

R>RX 30% 
  

其中：  

F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 

1）期间提取评价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以扣减委托人份额的方式提取，该笔份额应

扣减的份额数= /业绩报酬计提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但若该笔份额为本次期间提取

评价日最近开放期内参与的份额，则不提取业绩报酬。 

2）在委托人退出和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 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2）业绩报酬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于 5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报酬划拨给登记结

算机构，由登记结算机构将业绩报酬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

延。 

七、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收益分配。 
  

八、本报告期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 投资主办人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没有发生变更。 

(二) 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三) 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0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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