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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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高收益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7年 1月 25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46,577,281.18 
本期利润(元)  447,077.96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5,855,019.28 
期末份额净值(元)  1.1904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1904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0.97%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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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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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370.27 7.21 
 其中：境内股票  4,007,370.27 7.21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48,265,988.10 86.79 
3  基金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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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589.93 3.49 
7  其他资产  1,403,493.01 2.52 

8  资产合计  55,615,441.31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存出保证金”、“应收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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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18 中国平安 4,568.00 404,770.48 0.87 
601088 中国神华 13,545.00 276,047.10 0.59 
601668 中国建筑 44,772.00 257,439.00 0.55 
600887 伊利股份 7,612.00 254,316.92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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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75 立讯精密 10,056.00 249,288.24 0.54 
600547 山东黄金 5,874.00 241,832.58 0.52 
600741 华域汽车 10,887.00 235,159.20 0.50 
600030 中信证券 9,272.00 220,766.32 0.47 
601111 中国国航 20,063.00 192,002.91 0.41 
002415 海康威视 5,652.00 155,882.16 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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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39 13 香江债 45,000.00 4,498,650.00 9.66 
136633 16 融创 06 42,000.00 4,194,120.00 9.00 
136748 16 长峰 01 41,000.00 4,037,680.00 8.67 
122406 15 新湖债 40,000.00 3,958,400.00 8.50 
112466 16 彩塑 01 40,000.00 3,934,400.00 8.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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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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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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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8,000,000.00 元，无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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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筱筱 硕士 5 

朱筱筱女士，上海东方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固

定收益投资部投资主办人，

剑桥大学工学硕士，证券从

业 5 年，历任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资产管理部投资组合

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研究

部高级研究员、投资支持业

务总监。 

(二)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今年二季度,货币政策出现收紧迹象,中美贸易冲突一波三折,宏观领先指标社融、M2、

PMI 等均指示复苏趋势受阻、经济压力渐显；全球宽松预期强化，风险偏好从 risk-on切换

到 risk-off。在流动性、基本面、事件冲击与风险偏好的共同影响下，上证综指二季度震

荡小幅涨 1.29%，创业板指下跌 1.57%。转债指数也随权益市场震荡微跌 0.13%，转债估值

仍低，向下有底，向上分享权益上涨的弹性。债券方面，二季度债券市场整体呈现先跌后涨

震荡走势，全季来看，十年国债上行 16bp至 3.23%，十年国开上行 3bp至 3.61%；随着风险

偏好收紧，信用利差有所走阔，信用债等级间分化较大。 

  展望 2019 年三季度，经济基本面拐点需要进一步确认；全球新一轮降息周期的背景下

国内货币政策宽松空间有所加大；中美贸易谈判进程是否顺利仍会阶段性影响风险偏好。整

体来看，短期内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当前经济的企稳复苏似乎并没有一帆风顺，逆周期政

策仍在路上。虽然股票市场估值经过上半年有所恢复，但当前股市整体估值仍然不高，一些

优质公司的估值仍然具备投资吸引力。因此，我们仍然坚持价值投资理念，维持对估值合理、

基本面稳健的优质龙头公司的配置。随着转债估值的调整，目前转债整体的配置价值再次凸

显，具有配置价值。我们将结合对转债公司基本面的研究，以及对股票及转债自身估值、条

款的考量，精选性价比高的转债进行配置。利率债方面，在经济拐点确认之前，仍可把握阶

段性交易机会；信用债方面，风险偏好收缩，中低等级信用债风险较大，优质的民企债利差

将会继续修复，城投利差有所修复。后续我们将继续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发现超额收益

机会，挖掘优质短久期品种进行配置，维持杠杆票息策略努力获取这部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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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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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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管人履职报告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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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5.39 32,495.37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提。 

  （2）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由托

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季首起 5个工作日内支

付，由管理人出具指令，托管人复核无误后根据指令进行划付。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据

清算程序支付尚未支付的管理费。 

  （3）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G＝i×年管理费率÷当年实际天数 

  注：G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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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4.09 8,665.43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08%年费率计提。 

  （2）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由

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本集合计划成立后每季首起 5个工作日内

支付，由管理人出具指令，托管人复核无误后根据指令进行划付。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

据清算程序支付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3）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C＝i×年托管费率÷当年实际天数 

  注：C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i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三) 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上季度可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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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集合计划常规开放日、临时开放日、合同变更的退出开放期的委托

人退出日和本集合计划清算期间（含终止日）。 
（1）当常规开放日、临时开放日、合同变更的退出开放期委托人退出日或集合计划终止时

无待再次清算的违约资产时，每份集合计划份额的业绩报酬以 T 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

期间的年化收益率 R，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基准。 
T 日为该笔份额前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与上一个常规开放日孰近日。 
如无前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或无上一个常规开放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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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 为 T 日的累计单位净值（计提业绩报酬后）； 
C 为 T 日的单位净值（计提业绩报酬后）； 
D 为 T 日与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间隔天数； 

 
（2）当集合计划终止时有待再次清算的违约资产时，违约资产的估值记为 0，每份集合计

划的业绩报酬以 T 日至集合计划终止日期间的年化收益率，作为终止日首次提取业绩报酬

的基准。 
T 日为该笔份额前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与上一个常规开放日孰近日。 
如无前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或无上一个常规开放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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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为集合计划终止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 为 T 日的累计单位净值（计提业绩报酬后）； 
C 为 T 日的单位净值（计提业绩报酬后）； 
D 为 T 日与集合计划终止日间隔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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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终止日后的再次清算结束后: 
1)   若该笔份额在集合计划终止日后（含终止日）未提过业绩报酬： 

   a)   ,则此次清算结束后该笔份额业绩报酬为 0 

 
 

业绩报酬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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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登

记机构，由注册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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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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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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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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