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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明远 1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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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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报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报告送出日期：2020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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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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明远 1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9 年 11 月 25 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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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61,044.42

本期利润(元)  -9,879,304.18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

期末份额净值(元)  -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6.81%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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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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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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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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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27,181.65 76.27

 其中：境内股票  96,254,020.00 70.91

 港股投资  7,273,161.65 5.36

2  固定收益投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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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3,833.46 20.53

7  其他资产  4,352,407.57 3.21

8  资产合计  135,743,422.6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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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58  五粮液  67,445.00 7,769,664.00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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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72  中炬高新  161,700.00 7,729,260.00 5.72

000568  泸州老窖  99,200.00 7,306,080.00 5.41

002304  洋河股份  76,800.00 6,441,216.00 4.77

600809  山西汾酒  64,700.00 5,834,646.00 4.32

600009  上海机场  76,600.00 4,658,046.00 3.45

603317  天味食品  86,900.00 4,343,262.00 3.22

600004  白云机场  305,000.00 3,827,750.00 2.83

600305  恒顺醋业  192,200.00 3,765,198.00 2.79

02269 
药 明 生

物     
38,000.00 3,489,420.30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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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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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鹏万  博士  13  谭鹏万先生，上海东方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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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私募权

益投资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投资经理，复旦大学

经济学博士，证券从业 13

年，历任华宝信托研究员，

信诚基金投资部基金经理，

瑞泉基金投资部投资总监

兼公募负责人，中国民生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投

研总监，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投

资经理，拥有丰富的证券投

资经验。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动荡的时代，一季度疫情的大规模扩散对各国经济产生了很大的

冲击，国内外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对中国而言，疫情增强了内部凝聚力，提高了政府的治理

能力，加速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和消费强国转变。长远来看，可能出现逆全球化，更

多发达国家会考虑到本国经济的独立性问题，在投资上需要充分重视。 

站在现在的时点上，我会将目光更多的放在国内。一些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长期因素，

如工程师红利，科学家红利并没有改变。目前几大确实比较明确：（1）随着人均 GDP 和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升级依然是大趋势；（2）民众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和药品需求进一

步增强；（3）科技已经改变也正在加速改变世界。本组合的投资未来将集中在这三个领域。 

产品运作方面，一季度减持了汽车，增持了消费和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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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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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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

月 31 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11月25日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526,033.46 203,541.78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的财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1.5%。计算方

法如下： 

  G=E×1.5%÷365 

  G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财产净值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后，由管理人于次季度初

五个工作日内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从委托资产中一次性将季度累计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

费支付给管理人。若因不可抗力或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无法变现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则在不可抗力或无法变现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本集合计划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

支付管理人尚未支付的管理费。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

月 31 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11月25日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70,137.76 28,401.14

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财产净值的 0.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0.2%÷365 

  H 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财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度支付。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后，由管理人于次

季度初五个工作日内向托管人发送划款指令，从委托资产中一次性将季度累计计提的集合计

划托管费支付给托管人。若因不可抗力或持有的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无法变现致使无法按时支

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或无法变现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本集合计划终止后，依据清

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托管费。 

 

（三）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上季度可比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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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

月 31 日  

2019年11月22日至2019

年 12 月 31 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0 0

（1）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原则 

  1）按委托人每笔参与份额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2）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本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本资产管理

计划终止日计提业绩报酬。 

  3）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在委托人退出

和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4）委托人在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退出的，退出份额按照退出时应计提的业绩报酬金额

计提业绩报酬。 

  5）委托人申请退出时，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按照委托人份额参与的先后

次序进行顺序退出的方式确定退出份额，计算、提取退出份额对应的业绩报酬。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资产管理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或本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每

份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业绩报酬以该笔份额参与日（初始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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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年化收益率 R，作为计提业绩

报酬的基准。 

  R=(A-B)/C*360/D*100% 

  A 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的单位净值； 

  D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与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间隔天数。 

  1）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 

  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按该笔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可提取的业绩报

酬（Hi）如下： 

  R≤5%，计提比例=0，Hi=0 

  R>5%，计提比例=20%，Hi=min（Ht，Hs） 

  其中： 

  Ht=Div*F*20%； 

  Div 为本次分红日每份分红金额； 

  Hs=max（0，（R-5%）*20%*C*F*D/360-（i-1）∑1Hi）； 

  （i-1）∑1Hi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累计计提的业绩报酬总额； 

  F 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 

  2）委托人退出日或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提取业绩报酬 

  退出日或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退出日或资产管理计划终止日为业绩报

酬计提日，该笔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提取的业绩报酬（Hi）如下： 

  R≤5%，计提比例=0，Hi=0 

  R>5%，计提比例=20%，Hi=max（0，（R-5%）*20%*C*F*D/360-（i-1）∑1Hi） 

  其中： 

  （i-1）∑1Hi 为该笔份额参与日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累计计提的业绩报酬总额； 

  F 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 

  （3）业绩报酬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款指令，托管人于 5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报酬划拨给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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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结算机构或管理人账户。划拨至登记结算机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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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不承担复核义务。 

 

七、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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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投资经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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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