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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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0年 1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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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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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69,918.18 
本期利润(元)  -2,165,433.85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102,255,684.45 
期末份额净值(元)  2.9214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3.2344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0.79%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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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60%+上证国债指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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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12,540.17 89.30 
 其中：境内股票  100,719,790.10 63.29 
 港股投资  41,392,750.07 26.01 
2  固定收益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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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0,984.05 9.43 
7  其他资产  2,014,986.34 1.27 

8  资产合计  159,138,510.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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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19 贵州茅台 14,576.00 14,342,784.00 9.04 
600745 闻泰科技 269,997.00 8,969,300.34 5.65 
601318 中国平安 98,962.00 8,769,022.82 5.53 
000002 万 科Ａ 285,700.00 7,945,317.00 5.01 
601877 正泰电器 336,460.00 7,768,861.40 4.90 
600887 伊利股份 229,902.00 7,681,025.82 4.84 
600426 华鲁恒升 515,409.00 7,658,977.74 4.83 
00175 吉利汽车 642,509.00 7,550,931.28 4.76 
601012 隆基股份 307,376.00 7,103,459.36 4.48 
02208 金风科技 807,756.00 6,068,102.49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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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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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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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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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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鹏万 博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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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竞 硕士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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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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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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二季度以来，市场有所回调，主要原因包括贸易争端再度紧张、金融市场去杠杆、一季

度上涨之后有回调压力等。从行业季度对比看，大部分行业都从一季度的上涨转为下跌，但

食品饮料、家电、金融等行业继续上涨，显示出较强韧性。 

  这样的行情分化特征，既有北上资金持续买入价值股的影响，也有中国经济进入特定发

展阶段的影响。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逐步降速，开始转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各行业的发

展都将呈现优胜劣汰、结构分化的特征。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公司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业绩增长或更加持续和稳定；同时，随着中国投资者结构更加国际化、成熟化，或也将推动

优质公司估值提升。业绩和估值双轮驱动下，优质公司的股价可能会继续表现出强者恒强特

征。 

  产品管理上，我们保持持仓总体稳定，并持续优化持仓结构，取得了一定收益。 

  展望未来几个季度，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尤其是贸易争端仍未结束，但中国自身应

对困难和挑战的信心在增强，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部分不利因素。同时，在基建、减

税、结构化改革等政策推动下，预计经济将趋于稳定，市场总体可能继续保持较好态势。 

  行业方面，我们继续看好竞争格局稳定，对宏观经济敏感度较低的消费包括食品饮料等

行业，同时也对汽车、金融、化工、地产等顺周期行业也会保持关注。产品管理上，我们将

继续坚持一直以来的价值投资风格不动摇，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保持较为均衡的配置，

同时精选个券品种，依靠自下而上方式寻找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优质龙头公司，继续优化持

仓结构，与优秀企业一起成长，力争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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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785.12 408,7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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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费  

注：（1）按资产净值的 1%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月支付。 

  （3）管理费计算方法：G＝i×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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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56.99 81,748.00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月支付。 

  （3）托管费计算方法：C＝i×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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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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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125.97 514,690.75 
注：（1）当委托人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时，年化收益率 R 小于或等于 6%时，管理人不提取

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 R大于 6%时，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 

  年化收益率（R）、计提比例、业绩报酬（H）计算方法 

    R≤6%，0，H=0  

   R>6%，20%，H=(R-6%)*20%*B*持有天数/360 

  R=（A-B)/B*360/持有天数*100% 

  A=（委托人退出当日单位净值+委托人持有期份额累计分红）*委托人退出份额 

  B=委托人退出份额相应的成本（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认购份额的成本价为面值 1元，

申购份额的成本价为申购价，红利再投资份额的成本价为红利转份额当日的单位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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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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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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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