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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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添益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7年 6月 5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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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20,443.97 
本期利润(元)  -557,867.17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33,003,900.34 
期末份额净值(元)  1.1595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1595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0.21%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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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7,043.57 7.49 
 其中：境内股票  15,468,664.57 6.01 
 港股投资  3,808,379.00 1.48 
2  固定收益投资  175,396,173.24 68.17 
3  基金投资  50,000,000.00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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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8,475.75 3.47 
7  其他资产  3,715,379.46 1.44 

8  资产合计  257,307,072.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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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50 先导智能 68,300.00 2,294,880.00 0.89 
002415 海康威视 78,900.00 2,176,062.00 0.85 
002008 大族激光 58,600.00 2,014,668.00 0.79 
600612 老凤祥 34,700.00 1,551,090.00 0.60 



第 4 页/共 8 页 

00586 海螺创业     63,500.00 1,541,780.00 0.60 
600426 华鲁恒升 101,200.00 1,503,832.00 0.59 
300166 东方国信 120,300.00 1,478,487.00 0.58 
600967 内蒙一机 124,100.00 1,389,920.00 0.54 
300144 宋城演艺 55,800.00 1,291,212.00 0.50 
00175 吉利汽车     78,000.00 916,500.00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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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24 
18 附息国债

24 
200,000.00 20,794,000.00 8.11 

011900172 
19 华夏幸福

SCP001 
200,000.00 20,044,000.00 7.81 

011900204 
19 桐 昆

SCP001 
200,000.00 20,020,000.00 7.80 

041800448 18恒逸CP002 200,000.00 19,992,000.00 7.79 
136230 16 宏桥 05 100,000.00 10,249,000.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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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57 东方红货币 B 50,000,000.00 50,000,000.00 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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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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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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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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蛟龙 硕士 9 

蒋蛟龙先生，上海东方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固

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投

资主办人，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硕士，证券从业 9 年，

历任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总公司债券销售交

易部投资经理，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专户部高级投

资经理，富国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投

资经理。 

(二)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权益方面，尽管二季度 A股受中美贸易战波折有所回调，但是考虑到国内经济保持了一

定韧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对贸易战进行了一定对冲，上证综指在上半年上涨 19.5%，

创业板指上涨 20.9%，权益市场整体取得了较好的回报。展望未来，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

增长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有望继续维持宽松，贸易战仍将维持僵局，取得重大突破

可能性小。从股市估值来看，相较于去年年底的低位，目前已有所修复，个别行业估值拉升

至历史偏高区间。相较于年初，未来权益市场更关注结构性机会，一些优质公司仍然具备投

资吸引力。因此，我们仍然坚持价值投资理念，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维持对估值合理、基本

面稳健的优质龙头公司的配置。 

  转债方面，由于二季度权益市场回调，转债的溢价率收窄，在目前市场风险较多的情况

下，转债内含的期权价值较好，当前的配置性价比较高。因此，我们将维持较高的转债配置

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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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方面，二季度债券市场略有波折。3月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后，市场认为经济上行

的概率较高，利率出现了一波快速的上行；而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下，市场风险偏好

下降并进一步担忧经济下行，债券收益率下行但未及 4月初低点，后期虽有“包商事件”的

影响，但利率债整体窄幅震荡。而为了对冲上述事件的影响，货币政策也由 4月边际收紧转

向了宽松，针对包商事件的冲击，央行执行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且通过指导缓解流动性

分层的现象，使得市场相对平稳度过季末。全季来看，10年国债从 3.13%上行至 3.22%，上

行 9bp；10年国开从 3.66%下行至 3.61%。 

  展望三季度，整体环境对债市仍有支撑。目前经济内外部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经济下

行压力有待缓解。国内地产调控进行因城施策，针对上涨过快的城市和积极拿地的地王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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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限制措施，地产新开工数据难以保持高位。外部中美贸易战不确定性较大，短期出现大

的缓和情况可能性不高，且海外经济体也有下行压力，拖累中国出口。消费方面，汽车、家

电等大类仍旧保持低迷，对产业链形成负面拖累。尽管中国出台了相应的财政政策进行对冲，

但在地方政府债务尚未得到有效化解的情况下，财政刺激强度不会太大。总的来看，下半年

经济将保持中性偏弱的走势。 

  信用债方面，“包商事件”的潜在影响仍未消除，流动性分层仍然存在，信用利差将继

续扩大，我们会通过研究挖掘冲击中被错杀的一些品种来获取超额收益。同时，流动性冲击

后机构风险偏好下降，AAA品种也会获得机构增配，保持一定溢价。后续我们将继续在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挖掘超额收益机会，对优质短久期品种进行配置。三季度资金面大体会保持宽

松，我们也将通过杠杆票息策略努力获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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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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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01.65 513,129.72 

注：（1）按资产净值的 1.0%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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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80.20 51,31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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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按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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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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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集合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终止日。以上一

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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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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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D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与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间隔天数； 

  

年化收益率

（R） 

计提比

例 

业绩报酬（H）计算方法 

R≤5.0% 0 
 

R>5.0% 20% H=(R-5.0%)×20%×C×F×D/365 

 

  F为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管理人在集合分红日计提业绩报酬的，可减免部分按照上述

方式计算的业绩报酬或保留部分业绩报酬待以后提取。具体业绩报酬计提金额以管理人公告

或账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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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工作由管理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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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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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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