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10 页 

 

 

东方红高收益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9 年第 4 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

业部 

报告期间：2019 年 10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送出日期：2020 年 01 月 21 日 

 



第 2 页/共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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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21,797.57 
本期利润(元)  1,302,005.08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8,931,692.01 
期末份额净值(元)  1.2478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478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74%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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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2,722.87 13.76 
 其中：境内股票  6,802,722.87 13.76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6,526,722.28 33.42 
3  基金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4,500,000.00 49.54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1,282,093.11 2.59 
7  其他资产  339,435.83 0.69 

8  资产合计  49,450,974.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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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0.00 436,455.00 0.89 
601318 中国平安 4,568.00 390,381.28 0.80 
601668 中国建筑 69,272.00 389,308.64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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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88 中国神华 19,545.00 356,696.25 0.73 
600031 三一重工 16,800.00 286,440.00 0.59 
300271 华宇软件 11,000.00 279,400.00 0.57 
000333 美的集团 4,700.00 273,775.00 0.56 
600585 海螺水泥 4,689.00 256,957.20 0.53 
600741 华域汽车 9,787.00 254,364.13 0.52 
000002 万科Ａ 7,800.00 251,004.0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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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06 15 新湖债 45,000.00 4,335,300.00 8.88 
112235 15 福星 01 20,000.00 1,997,000.00 4.09 
132009 17 中油 EB 10,000.00 997,200.00 2.04 
110047 山鹰转债 7,990.00 968,467.90 1.98 
112142 12 格林债 7,000.00 654,080.00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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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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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情况  

投资经理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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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筱筱 硕士 6 

朱筱筱女士，上海东方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固

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剑

桥大学工学硕士，证券从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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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经济短周期来看，目前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同时在当前低库存水平下，需求端的小

幅变化将引起生产端较大的弹性。从 2019年 11月的经济数据来看，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增

速降幅放缓，PPI 同比降幅收窄，预示着进入被动去库存阶段，这一轮库存周期即将进入尾

声，2020 年上半年有望引来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同时，当前主要行业库存水平均处在相对

低位，需求边际变化所带来的产量变化弹性较大。 

  从需求的三架马车来看，首先在投资端，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继续回升，对冲制造业的低

位徘徊和地产投资的高位回落。1）地产方面，17-18 年三四线棚改带来的期房销售将使得

19-20年的施工和竣工回升，同时因城施策的调控政策有望使得销售端保持相对平稳，地产

投资在 2020 年仍有望维持韧性。2）基建方面，专项债总量和应用比例的提升仍将支撑基建

投资回升，建筑央企的订单作为领先指标，已持续向好，预示着后续基建投资增速有望继续

提升。3）制造业方面，19年盈利增速的下滑仍将压制投资的回升，但信贷支持和贸易战的

缓和有助于制造业投资底部企稳。 

  在消费方面，总量上来看，作为经济周期的滞后变量，随着名义 GDP增速的企稳，2020

年社零增速有望止跌；结构上来看，汽车销量逐渐回升以及地产竣工面积回升支撑地产后周

期消费。 

  在出口方面，外需逐渐显现企稳迹象，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 PMI已经呈现触底企

稳迹象；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贸易战对出口的负面边际影响也将逐渐减小。 

  受生猪养殖恢复的滞后影响，CPI同比在明年仍将维持高位，一季度 CPI同比中枢预计

将上行至 5%左右。但单纯由猪肉供给冲击所带来的 CPI读数走高并不会造成“滞胀”，也难

以从根本上掣肘货币政策。受翘尾在低位的影响，PPI 预计明年读数仍然不高，一季度 PPI

同比中枢预计在 0%附近。但在地产链受建安投资支撑、基建投资继续回升、制造业投资增

速不再下滑的基准假设下，工业品需求预计将好于 2019年，将带动 PPI新涨价幅度的提升。 

  资金面方面由于目前已经处于历史低点，预计 1月份将有所上行至 2.5-3的中枢，但由

于资金面的滞后性，在经济确认企稳前，不用过于担心资金面的收紧。 

  利率债方面，从国内经济基本面来看，尽管 CPI 将继续上行，同时突破 5%，但由于预

期十分充裕，对债市难以有进一步的压力。同时在温和上行的通胀及短期被动去库存周期的

带动下，名义增速将持续上行。同时从需求端来看，地产在因城施策的调控政策下较难出现

大幅下跌，一季度专项债发力也将使得基建投资回升明显。外需方面由于特朗普忙于应付弹

劾与大选，尽管不排除为转移目标与赢得选票重新对中国开战，但难以真正实施，同时对东

盟的出口也将抵消一部分影响。经济大幅向下的可能基本已经排除。一季度将在震荡中缓慢

下行，等待经济企稳的信号。 

  信用债方面，违约不断发生，未来信用冲击将不断发生。发达地区城投，受冲击行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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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挖掘，同时未来非公开品种的市场关注度将进一步提升，流动性溢价将显著压缩，在高等

级品种压缩到一定程度后将向低等级品种蔓延。但值得关注目前各品种信用利差均处于历史

低位，尤其是各种 AA 及非公开品种，利差处于历史低点。 

  展望 2020 年 1 季度，从权益市场来看，随着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逐渐见底，信用端边

际出现扩张，我们仍然看好 2020年 A股的配置价值；但从转债估值来看，目前转债估值已

经较年初有较大幅度提升，尤其是高等级个券的估值已处在相对高位，同时债底的保护力度

在减弱。因此，我们长期仍然看好转债的配置价值，但是在投资策略方面，我们将更加注重

自下而上精选个券，主要关注公司基本面优质、同时转债估值合理的高性价比个券。 

  展望 2020 年 1 季度，从宏观经济来看，GDP 实际增速有望企稳，名义增速在通胀上行

下有望继续回升，但 1-2月份处于春节和冬季停工阶段，经济数据参考意义不大，流动性的

变化更值得关注；从今年每个季末月份流动性异常宽松来看，叠加 1月份地方债发行和春节

前的流动性需求，预计央行仍将对资金面保持呵护，流动性有望继续维持合理充裕。估值方

面，整体 A股估值仍处于历史中位数以下水平，但是仍需要警惕龙头白马股的估值处在历史

高位，容易引发估值波动。综合来看，随着宏观经济和企业盈利逐渐见底，信用端边际出现

扩张，我们仍然看好当前 A股的配置价值。从投资策略来看，我们仍然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控制回撤风险，注重自下而上精选个股，维持对估值合理、基本面稳健的优质公司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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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36,267.99 35,5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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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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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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9,671.46 9,4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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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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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7月 1日至 2019

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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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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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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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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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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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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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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理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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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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