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页/共 8 页 

 

 

东方红-私享纯债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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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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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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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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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350,806.85 
本期利润(元)  5,908,635.69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18,784,791.38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587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587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19%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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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315,560.55 8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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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0,437.27 1.74 
7  其他资产  58,345,665.58 13.69 

8  资产合计  426,071,663.4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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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122432 15 融创 01 240,000.00 24,230,400.00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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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750 16 荣盛 01 212,020.00 21,288,928.20 5.83 

1980121 
19 渝中专项

债 01 
200,000.00 20,646,000.00 5.65 

136101 15 合景 01 200,000.00 20,398,000.00 5.58 

101900406 
19 华菱集团

MTN002 
200,000.00 20,336,000.00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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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9,887.50，从事银行间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余额 15,029,8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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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蛟龙 硕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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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经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

学硕士，证券从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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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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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方面，四季度初受猪价上涨影响，CPI读数加速上行，市场对通胀的关注度提高，

长期限债券收益率延续上行趋势。进入 11月后，伴随着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做多

热情重燃，期间虽有中美贸易摩擦、地方债额度提前下发等事件冲击，市场整体表现仍然较

强，高等级信用债受到追捧。组合在三季度已提前对长久期利率债进行止盈，降低杠杆水平，

有效规避了市场调整对组合的冲击。 

展望未来，央行完善利率传导机制的决心较大，致力于通过 LPR机制解决实体企业融资

难得问题，短期做出大幅度宽松举措的预期较低。国内 CPI读数较高主要受猪肉价格带动，

核心 CPI仍然较低，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国内外经济表现整体较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

转向的可能性很小，仍将保持适度宽松。伴随着优质资产的收益率持续走低，我们将以投资

级信用债配置为主，力争稳定地获取票息收益；积极运用利率债交易策略；发挥团队信用研

究的传统优势，坚持自下而上的个体研究，着重调研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龙头和政策支持地

区的城投债，努力为持有人获取长期、稳健的回报。 

转债方面，四季度转债的估值水平继续抬升。目前转债的整体估值水平已经回到合理区

间，一些中高评级的转债相比其对应股票已经不再具备估值优势。相比 2019 年初，转债的

配置价值有所减弱。但长期来看，转债仍然是一个良好的投资品种，可以耐心等待更多的投

资机会。未来转债市场主要以自下而上、精选个券为主，转债市场一级发行活跃，新券不断

上市，其中仍将存在不少机会值得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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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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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91.36 61,603.26 

注：（1）按资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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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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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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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7.80 15,4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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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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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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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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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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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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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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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