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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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享纯债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9年 1月 31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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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374,171.16 
本期利润(元)  2,368,396.16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7,199,712.23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36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36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22%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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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境内股票  - -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216,301,359.05 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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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565.08 2.25 
7  其他资产  6,404,536.87 2.81 

8  资产合计  227,821,461.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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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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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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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011902233 
19 东阳光科

SCP003 
200,000.00 20,010,000.00 9.65 

136850 16 宝丰 02 140,000.00 13,990,200.00 6.75 
136249 16 海怡 01 100,000.00 10,177,000.00 4.91 
112457 16 魏桥 05 106,186.00 10,124,835.10 4.88 

101800580 
18 南 玻

MTN001 
100,000.00 10,111,000.00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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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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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9,9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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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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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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债方面，三季度转债的估值水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抬升。目前转债的整体估值水平相

比年初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修复，一些中高评级的转债相比其对应股票已经不再具备明显的估

值优势。但随着转债市场的继续扩容，仍有很多优质转债的机会可以继续挖掘。在这种环境

下，未来对转债的研究和投资也会以自下而上、精选个券为主，重点选择性价比高的转债进

行配置。 

债券方面，7-8月在经济下行压力、美债收益率大幅下行等因素作用下，市场走强，10

年国债一度下行到 3%附近；随后，猪价对通胀的拉升引发市场担忧，9月沙特油田被炸也引

起了原油价格的短期波动，叠加基建、制造业以及消费等方面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力度加大，

9月市场出现了调整，10年国债回到 3.14%。全季来看，10年国债仅下行 8BP。信用债走势

较强，整体信用利差出现收窄，国企、城投等仍是压缩主力，民企的利差修复不大，信用利

差仍保持结构性分化。 

展望四季度，债市短期仍将维持震荡或小幅上行的局面：经济增速在内部基建等政策的

托底下不会失速，外部环境贸易战则有短期缓和的预期；货币政策方面，受制于通胀数据较

高，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程度有限，监管主要致力于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如 LPR引导利率下行。

但地产严控基调不变的情况下，明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仍大，且全球经济下滑、外需疲弱，贸

易战的风险长期存在，只能小幅缓解而难以得到大的缓释。信用债方面，持有套息仍然是主

要的策略，操作上我们将继续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发现超额收益机会，挖掘优质短久期品种

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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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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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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03.26 42,6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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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3）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 

  G=i×年管理费率÷365 

  G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i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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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0.83 10,670.70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3）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 

  G=i×年托管费率÷365 

  G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 

  i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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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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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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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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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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销售公告中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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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作为业绩报酬计算依据，不作为管理人对集合计划收益率的

承诺或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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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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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持有期限小于等于 182天的份

额不提取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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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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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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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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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