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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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明珠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8年 8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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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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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314,416.67 

本期利润(元)  29,287,049.34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80,041,704.99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620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1747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1.73%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7.73% 

   

   本期末  

明珠 1号 A期末资产净值(元)  1,579,253,175.79 

明珠 1号 A期末份额净值(元)  1.0620 

明珠 1号 A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1747 

   本期末  

明珠 1号 C期末资产净值(元)  1,061,240.88 

明珠 1号 C期末份额净值(元)  1.0612 

明珠 1号 C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1739 

 

注：本期期末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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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参与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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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13,833.22 11.70 

   其中：境内股票  217,013,833.22 11.70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566,622,669.14 84.48 

 
其中：债券  1,566,622,669.14 84.48 

 
资产支持证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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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4,722.57 2.13 

7  其他资产  31,299,306.66 1.69 

8  资产合计  1,854,430,531.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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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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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例(%)  

600031 三一重工 740,700.00 18,436,023.00 1.17 

601088 中国神华 952,300.00 15,684,381.00 0.99 

600048 保利地产 826,700.00 13,136,263.00 0.83 

600036 招商银行 359,500.00 12,942,000.00 0.82 

000333 美的集团 168,800.00 12,254,880.00 0.78 

600585 海螺水泥 203,100.00 11,223,306.00 0.71 

601668 中国建筑 2,129,400.00 10,817,352.00 0.68 

600745 闻泰科技 76,500.00 8,939,790.00 0.57 

600426 华鲁恒升 356,700.00 8,739,150.00 0.55 

600887 伊利股份 225,400.00 8,677,900.00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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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01251 
20 恒 逸

SCP001 
1,000,000.00 99,830,000.00 6.32 

163063 19青信 03 800,000.00 79,912,000.00 5.06 

150824 18融侨 02 800,000.00 79,610,000.00 5.04 

163763 20信投 G5 800,000.00 79,552,000.00 5.03 

136624 16融创 07 690,000.00 68,799,900.0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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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资产支持

证券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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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基金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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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买/卖）  合约市值(元)  
公允价值变动

(元)  

T2012 T2012 10.00 9,778,500.00 -108,4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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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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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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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93,250.00元，无因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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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筱筱 
剑桥大学工学硕

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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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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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季度受益于防疫常态化下的内需修复，以及海外复工复产带来的外需改善，我国各类

经济指标延续了二季度的回升趋势，结构上呈现变化，发力点从建筑链条向出口/制造业链

条倾斜：政策对地产投资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基建投资也持续低于预期；但制造业投资呈

现全面修复迹象，除一直表现较好的高技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的投资也开始快速回升；消

费稳步复苏；进出口持续超预期。四季度，我们判断虽然在二次疫情、疫苗进度以及美国大

选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时间路径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方向上经济复苏仍将延续。从需求

各分项来看，投资方面，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不确定性，但制造业投资有望持续改

善；消费方面，随着疫情总体形势趋稳，消费将快速回暖；出口方面，欧美疫情的再度恶化

将暂时制约外需的修复步伐，但欧美由于疫情反复而再度实施严厉的防疫封锁措施的可能性

很小，并且作为全球最先走出疫情的国家，中国制造业承接了更多全球产能的转移，因此对

于四季度出口的韧性仍不应低估；CPI方面，基数效应下猪肉仍将带动四季度 CPI同比增速

回落，其他食品价格的回落亦将助推 CPI同比增速走低；PPI方面，由于欧洲疫情急剧恶化，

需求复苏的不确定性上升，地产政策持续收紧之下后续地产前端投资回落的风险也比较大，

预计四季度 PPI同比中枢在-2%附近。 

债券方面，三季度随着经济复苏及货币政策逐步正常化，10 年国债收益率中枢上行至

3-3.2的区间震荡。当前债券随着估值上行，配置价值有所修复，但在经济复苏的环境下，

久期策略仍然不利，配置上仍以中短久期策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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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方面，三季度中证转债指数上涨 4.59%，转债整体估值水平略有压缩。组合持有的

转债敞口相比去年有所下降，但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认为可转债是非常优秀的投资品种。目前

转债市场仍在扩容过程中，未来主要在一些新发行的转债中，结合公司本身的资质以及转债

的估值定价水平，精选一些优质转债进行配置。 

权益方面：三季度上证指数上涨 8.7%，风格上价值成长开始收敛。展望四季度，央行

三季度货币政策例会显示央行将信用扩张从政策引导的“供给驱动”转为经济内生修复引导

的“需求驱动”的思路没有改变，宏观流动性维持中性;从估值来看，当前 A 股估值整体并

不便宜，并且结构性分化严重，除了金融地产建筑等行业估值仍然处于低位外，消费科技等

多数行业的估值均处于历史高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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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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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2,053,023.10 414,189.15 

注：不同类别份额的管理费分别计算，从相应类别份额的资产净值中扣除。本集合计划本期

共发生应支付的固定管理费 411,364.81元。 

  （1）固定管理费 

  各类别份额的固定管理费按前一自然日该类份额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

法如下： 

  H = E ×0.1% ÷365 

  H 为各类份额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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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为前一自然日该类份额资产净值。 

  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年支付，本计划成立运作每满 1年的年度对日（含）由管理人

向托管人发送固定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扣除支付给管理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相应顺延。 

  （2）浮动管理费 

  各类别份额的浮动管理费在每个投资运作期终止日考核并一次性计提，由管理人向托管

人发送浮动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扣除支付给管理人。计

算方法如下： 

  1）若当期计划某类份额实际投资收益达到或超过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即根据下面第（三）

部分 “业绩报酬”部分的定义，An≥B1），则浮动管理费 f=min(本投资运作期累计计提的

固定管理费，An-B1)； 

  2）若当期计划某类份额实际投资收益未达到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即根据下面第（三）

部分“业绩报酬”部分的定义，An＜B1），则浮动管理费 f=0。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413,397.73 414,189.15 

注：不同类别份额的托管费分别计算，从相应类别份额的资产净值中扣除。各类别份额的托

管费按前一自然日该类份额资产净值的 0.1%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 ＝ E ×0.1% ÷ 365 

  H 为各类份额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 为前一自然日该类份额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年支付，本计划成立运作每满 1年的年度对日（含）由管理人向托

管人发送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扣收，若遇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等，支付日期相应顺延。 

   

（三）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年 9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4月 1日至 2020

年 6月 30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7,800,080.98 0 

注： （1）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集合计划各类份额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均为每个投资运作期的终止日，计提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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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某类份额的业绩报酬 Fn 的计算公式如下： 

1）如果 An-f＜B1，则 Fn=0； 

2）如果 B1≤An-f＜B2，则 Fn=(An-f-B1)×20%； 

3）如果 B2≤An-f＜B3，则 Fn=（B2-B1）×20%+（An-f-B2）×10%； 

4）如果 An-f≥B3，则 Fn=（B2-B1）×20% +（B3-B2）×10%+（An-f-B3）×5% 

上述公式中： 

An 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该类集合计划份额的资产净值（扣除浮动管理费及业绩报

酬之前）； 

f 为本投资运作期应计提的浮动管理费； 

 

其中： 

C0 为本投资运作期起始日，该类集合计划份额的资产净值； 

Ct 为本投资运作期期间，该类集合计划份额的第 t 笔现金流量净额（仅包括资产委托人

参与、退出或现金分红所产生的现金流量，不包括组合运营的资金流动，资产委托人参与时

Ct 为正值，退出或现金分红时 Ct 为负值）； 

Ri 为本集合计划不同期间对应的业绩比较基准（对各类份额均适用），其中 R1 为本投

资运作期期初适用的第一个业绩比较基准，Rm 为截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本集合计划适用

的最后一个业绩比较基准； 

Dit 为该类集合计划份额的第 t 笔现金流发生日（参与、退出以确认日为准，现金分红

以除权除息日为准，不含）距离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含）对应不同业绩比较基准 Ri 的自

然天数。 

本集合计划初始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5.7%。 

集合计划存续期内，管理人可根据市场发展情况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需要调整业绩

报酬计提基准的，管理人应至少于新基准生效前 3 个工作日通过网站公告或其他各方认可

的方式向委托人披露。自披露日起次一工作日（含）至新基准生效前的 1 个工作日（含）

为临时退出开放期，委托人可在临时退出开放期退出集合计划。 

特别声明：本计划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不作为管理人对计划收益率的承诺或保证。 

（2）业绩报酬支付 

集合计划第一个投资运作期期末，管理人可收取当期已计提业绩报酬的 50%，剩余部

分计入应付业绩报酬余额； 

集合计划第二个投资运作期期末，管理人可收取当期已计提业绩报酬及应付业绩报酬余

额之和的 75%，剩余部分计入应付业绩报酬余额； 

集合计划第三个投资运作期期末，管理人可收取当期已计提业绩报酬及应付业绩报酬余

额之和的 100%。 

若集合计划提前结束，所有应付业绩报酬余额于终止时支付；若集合计划展期，展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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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费用计算方式需在展期协议中予以明确。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对业绩报酬数据不予复核，于 5 个工作

日内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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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七、本报告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权益登记日  每10份资产管理计划分红  备注  

2020-08-18  0.74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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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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