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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部分条款的征询意见函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

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我司拟对《资产管理合同》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东

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相关内容一并调整，《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此次不涉及修改。 

《资产管理合同》的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1 《资产管理合同》 

“十七、投资限制

及禁止行为”中

“（一）投资限

制” 

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本

集合计划的投资限制为： 

1、集合计划参与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等

证券发行申购时，申报的金额

不得超过集合计划的总资产，

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公

司本次发行的总量； 

2、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总资产

不得超过该计划净资产的

180%，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

除外； 

3、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

的资金，不得超过集合计划资

产净值的 25%；管理人管理的

全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

同一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

资产的 25%。银行活期存款、

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

为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本

集合计划的投资限制为： 

1、集合计划参与债券、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等

证券发行申购时，申报的金额

不得超过集合计划的总资产，

申报的数量不得超过拟发行公

司本次发行的总量； 

2、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总资产

不得超过该计划净资产的

180%，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

除外； 

3、本集合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

的资金，不得超过集合计划资

产净值的 25%；管理人管理的

全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于

同一资产的资金，不得超过该

资产的 25%。银行活期存款、

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

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等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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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券等中国

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除外； 

4、本计划投资于单一证券投资

基金不得超过本计划资产净值

的 20%； 

5、本计划持有的单只债券市值

不得超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20%，投资于单一债券的数量

不得超过该债券发行规模的

20%； 

6、本计划应投资于主体信用级

别评级为 AA-以上(含 AA-)的信

用债。本计划持有期间，若其

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该投

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

日起 3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本限制不包含可转换债和可

交换债）； 

7、本计划投资于主体信用级别

评级为 AA-信用债的总市值不

超过本计划资产净值的 20%； 

8、评级机构不包括中债资信； 

9、本计划不得投资于中小企业

私募债、创业板定向债； 

10、本计划投资股票型及混合

型分级基金的优先级份额、债

券型基金合计不得超过计划资

产净值的 20%； 

11、本集合计划禁止投资于法

律法规规定的非标准化资产； 

（“管理人管理的全部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投资于同一资产的资

金，不得超过该资产的 25%”

由管理人自行监控）； 

4、本计划投资于单一证券投资

基金不得超过本计划资产净值

的 20%； 

5、本计划持有的单只债券市值

不得超过计划资产净值的

10%，投资于单一债券的数量

不得超过该债券发行规模的

20%（利率债除外）； 

6、投资银行存款、同业存单，

交易对手应该在本计划白名单

范围内，白名单由管理人负责

建立及不定期维护，生效后的

最新名单应邮件发送托管人及

委托人。 

7、同业存款发行主体的国内机

构评级不低于 AA； 

8、投资的可转债、可交债的主

体评级不得低于 AA-；投资于

主体评级为 AA-的可转债、可

交债的比例合计不超过集合计

划资产总值的 20%；  

9、本计划应投资于银行间市场

及交易所上市的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级、银行间市场上市的资

产支持票据优先级；其外部债

项评级应为 AAA 及以上且主体

评级（原始权益人）应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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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12、法律法规规定和集合计划

管理合同约定禁止从事的其他

投资。 

（含）以上，且剩余期限不超

过 3 年；其底层资产不得为资

管产品或其收/受益权等具有产

品性质的资产。（“其底层资产

不得为资管产品或其收/受益权

等具有产品性质的资产”由管

理人自行监控） 

10、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

计划投资的全部信用债券及其

他固定收益类资产主体评级应

在 AA（含）以上；本计划持有

期间，若其信用等级下降、不

再符合该投资标准，应在评级

报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予以

全部卖出（本限制不包含可转

换债和可交换债）； 

11、评级机构不包括中债资

信； 

12、投资国债期货必须以套期

保值为目的，且只能做空，卖

出国债期货合约价值总额不超

过集合计划持有的固定收益类

资产总市值的 100%（固定收益

类资产是指：国债、地方政府

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公司

债（含非公开发行公司债）、企

业债、可转换债券（含私募可

转换债）、可交换债（含私募可

交换债）、可分离交易债券、短

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债券型基金、股票

型及混合型分级基金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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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份额、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上

市的资产支持证券、银行间市

场上市的资产支持票据、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以及经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注

册发行的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等）； 

13、本计划不得投资于中小企

业私募债、创业板定向债； 

14、本计划投资股票型及混合

型分级基金的优先级份额、债

券型基金合计不得超过计划资

产净值的 20%； 

15、本集合计划禁止投资于法

律法规规定的非标准化资产； 

16、法律法规规定和集合计划

管理合同约定禁止从事的其他

投资。 

 

《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部分条款的

公告》 已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在我司网站（www.dfham.com）公布，敬请查

阅。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我司现向贵方发送此《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部分条款的征询意见函》。 

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应在征询意见函发出后的最近一个开放期（即 2020

年 10 月 27 日、2020 年 10 月 28 日，以下简称“指定开放期”）提出退出本集合

计划的申请；投资者未在前述时间回复意见也未在指定开放期退出计划的，视为

投资者同意《资产管理合同》变更。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对其采取如下

权利保障措施及后续安排： 

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管理人保障其退出集合计划的权利；对于明确答复不

http://www.dfha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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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资产管理合同》变更但逾期未退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者，管理人将统一在

《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生效日次一工作日（即 2020 年 10 月 30 日）做强制退出

处理（退出价格为退出当日的计划单位净值）。 

投资者同意，无论其是否提出退出申请，管理人经与托管人书面达成一致后

变更《资产管理合同》的行为均不应被视为或裁定为管理人或托管人的违约行为。 

《资产管理合同》变更于指定开放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生效，公告内容即成为《资产管理合同》的组成部分，届时管理人

将在公司网站发布变更后的《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东方红

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如您需更详细了解《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合同》条款变更相关事

宜，请登录我司网站 www.dfham.com 或致电公司客服电话 400-920-0808 查询。 

感谢您一直以来给予的关注和支持，祝您投资顺利、生活顺心！ 

附件：关于《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

部分条款的征询意见函》的回执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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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关于《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部

分条款的征询意见函》的回执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托人确认，已充分阅读并理解《关于东方红添利 1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拟变更资产管理合同部分条款的征询意见函》及其附件的相关内容，承诺自行

承担投资风险和损失。 

 

本委托人  □同意   □不同意  （请打勾）此次合同变更。 

 

委托人： 

个人填写： 

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信箱：             

TA 账号：                                 

 

机构填写：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其他：                       

TA 账号：                                              

 

委托人（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回执邮寄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 号楼 31 层，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智能客服部 姜珊（收），邮编：200010；电话：021-63325888-4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