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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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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本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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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应仔细阅读本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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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9,792.49 
本期利润(元)  942,511.31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7,280,122.67 
期末份额净值(元)  1.2145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145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02%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1.45% 

注：本期期末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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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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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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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6,963.93 12.52 
 其中：境内股票  7,076,963.93 12.52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45,423,284.17 80.39 
3  基金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500,000.00 0.88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1,598,325.45 2.83 
7  其他资产  1,908,052.29 3.38 

8  资产合计  56,506,625.8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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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04 上汽集团 18,300.00 435,174.00 0.92 
601318 中国平安 4,568.00 397,598.72 0.84 
601668 中国建筑 69,272.00 376,146.96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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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88 中国神华 19,545.00 367,055.10 0.77 
002415 海康威视 10,752.00 347,289.60 0.73 
002422 科伦药业 11,400.00 294,804.00 0.62 
002065 东华软件 39,104.00 263,560.96 0.55 
002311 海大集团 8,100.00 253,530.00 0.53 
600031 三一重工 16,800.00 239,904.00 0.50 
300271 华宇软件 11,000.00 239,25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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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550.00 9.41 
122406 15 新湖债 45,000.00 4,365,000.00 9.19 
136748 16 长峰 01 41,000.00 4,100,000.00 8.63 
136850 16 宝丰 02 40,000.00 3,997,200.00 8.41 
112466 16 彩塑 01 40,000.00 3,992,000.00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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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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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权。 
 

(六)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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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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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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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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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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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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8 月转债防御性显著，表现明显强于正股；利率债方面，受经济下行支撑，利率

债 3季度走强，但随着猪价不断上涨带来通胀压力，利率在季末有所上行，全季度来看，十

年国债 3.14%，下行 8bp；信用债方面，受基本面支撑，信用债走强，信用利差收缩。 

展望 2019 年四季度，国内有望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从历史数据来看，一般库存周期持续

29-46 个月，平均持续 39 个月；其中补库存在 12-27 个月，去库存在 14-22 个月。在这一

轮库存周期中，当前处在主动去库存阶段，并且已经持续 11 个月，而从历史数据来看，主

动去库存阶段平均持续 12个月，随后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因此当前已经进入去库存尾声。

由于库存是需求的滞后变量，一般在被动去库存阶段，经济往往已经见底。并且在这一轮库

存周期中，目前主要行业的库存水平均处在相对低位，工业生产相对需求变化的向上弹性将

大于向下弹性。  

    地产严调控，基建、制造业和消费领域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7-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

资呈小幅回落态势，累计增速从 6月末的 10.9%下行至 8 月末的 10.5%，整体地产增速仍然

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近期对于地产融资相关政策持续收紧，政治局会议也明确表示不把房地

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地产政策仍然保持严调控态势。因此，尽管利率下行有望支撑

一二线商品房销售回暖，但是在三四线棚改效应减弱、新开工面积下降下，地产销售和投资

仍然面临下滑压力。在地产领域以外，政策对于基建、制造业以及消费方面的逆周期调节力

度在进一步加大。例如在基建方面，4 季度将提前下发 2020 年部分专项债额度用于基建投

资；在制造业领域，央行 3季度例会明确提出加大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

力度，加大对制造业企业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在消费领域，国务院推出促进消费 20 条，以

此促进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等领域的消费需求。 

    外需疲软下，出口增速仍然承压。展望 4季度，出口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一方面，全球

经济景气度仍然处在下行态势，OECD 领先指标仍然在继续下滑；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贸

易摩擦仍然悬而未决，2500 亿商品将在 10月中旬提高关税；3000亿商品的关税也将全部在

12月 15日生效。 

    资金面方面，下季度逆回购到期 3200亿，MLF到期 8770亿，票据到期 100亿，净回笼

量 11870亿。考虑到年末通胀的制约，净投放量或低于预期，但能保证市场平稳。预计四季

度资金面平稳，价格保持正常。 

    利率债方面，考虑到海外经济基本面不断下滑，贸易谈判未现曙光，外需疲弱；国内财

政投放力度受限，货币政策受制于冲高的通胀，经济下滑的压力仍旧较大，利率债受支撑。

前半个季度或有交易机会，受地方政府专项债发完导致财政投放不足，经济或持续下滑；后

半季度，随着 CPI 走高，以及提前释放明年专项债额度，经济或受托底企稳，利率债波动加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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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债方面，受益于银行非标转标以及理财子公司的成立，缺资产的状况得以确立，信

用债依然是较好的吃票息品种。在低利率的环境下，市场对于高收益品种的追逐或使信用利

差压缩，低等级城投受到关注。在经济下行阶段，龙头地产公司以及杠杆不高、管理有道的

“小而美”地产企业是交易的好品种。 

    权益市场在逆周期政策发力下有望逐渐企稳回升，转债市场整体将获得平价抬升的支

撑，但是经过 3季度估值的拉升，虽然当前估值没有达到 4月初的高点，但也处在年内高位，

因此难以继续享受转债所具有的不对称优势。但是，虽然整体估值较高，但是一方面从长周

期来看，当前估值仍处在历史偏低位置，另一方面从结构性来看，个券之间估值差异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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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一贯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计划和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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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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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日至 2019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35,513.53 34,515.39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提。 

  （2）本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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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在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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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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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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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日至 2019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9,470.29 9,204.09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08%年费率计提。 

  （2）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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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在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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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

年 6月 30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资产管理计划常规开放日、临时开放日、合同变更的退出开放期的

委托人退出日和本资产管理计划清算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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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终

止时无待再次清算的违约资产时，每份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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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期参与的为本资产管理计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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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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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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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资

产管理计划的业绩报酬以 T 日至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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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期参与的为本资产管理计划成立

日，存续期参与的为参与当日。 

 
A 为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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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与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间隔天数； 

 
本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后的再次清算结束后: 
1)   若该笔份额在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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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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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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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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没有发生变更。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三）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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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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