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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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鸿鼎 2号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20年 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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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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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96,505.09 

本期利润(元)  1,917,375.51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393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393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5.92%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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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不包括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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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204.80 8.40 

 
其中：债券  2,891,204.80 8.40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29,375,041.68 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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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427.64 6.17 

7  其他资产  9,804.40 0.03 

8  资产合计  34,399,478.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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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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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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59 浦发转债 19,520.00 1,986,550.40 5.79 

128130 景兴转债 8,060.00 904,654.40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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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基金明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

值比例(%)  

是否属于管理人及

管理人关联方所设

立的基金  

003358 

易 方 达 中 债

7-10 年期国开

行债券指数 A 

2,744,920.62 3,064,429.38 8.94 否 

512880 
国泰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 ETF 
1,693,900.00 2,069,945.80 6.04 否 

005938 
工银精选金融地

产混合 C 
1,418,476.85 2,050,266.44 5.98 否 

050116 
博时宏观回报债

券 C 
1,366,921.11 1,920,524.16 5.60 否 

169106 东证创优 1,588,900.00 1,690,589.60 4.93 是 

163415 兴全模式 373,000.00 1,398,750.00 4.08 否 

510900 
易方达恒生中国

企业 ETF(QDII) 
1,157,000.00 1,345,591.00 3.92 否 

512660 
国泰中证军工

ETF 
951,100.00 1,225,016.80 3.57 否 

001605 
国富沪港深成长

精选股票 
448,966.92 1,130,498.70 3.30 否 

519915 
富国消费主题混

合 A 
374,316.05 1,113,215.93 3.25 否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投资管理人及管理人关联方所设立的基金公允价值为

2,141,898.14 元，占期末资产净值比例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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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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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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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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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柳玉 
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硕士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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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硕士，证券从业 9年，

曾任海通证券研究所研究

员、凯石财富研究部首席分

析师、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FOF投资部负责人。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市场回顾，2020年四季度 A 股进入了震荡盘整，整个四季度上证指数涨幅 8%，创业板

指数表现更好，涨幅为 15.21%。在指数平静的表面下，结构性行情演绎的如火如荼，周期、

新能源、白酒强势上行，指数涨幅 30%左右，其中强势股票短期涨幅更夸张。当然，四季度

市场还是尝试过风格转换，周期和金融地产，自十一假期之后表现强势，但自 12 月开始市

场又重回成长和消费，风格转换经历了又一次假摔。市场的表现是最终的结果，其背后是所

有投资者对流动性，经济基本面，每一家上市公司的理解和定价。我们认为四季度市场的主

导逻辑还是中国经济复苏加上流动性宽松，市场的反复和结构性选择则表达了几个态度：一

是流动性宽松程度有所弱化，市场对基本面盈利的要求更高，比如白酒、比如白马的抱团；

二是经济强势复苏和全球流动性宽松下通胀隐忧，商品价格的快速上行，周期的价值被更多

投资者认可；三是产业层面高景气度，新能车、军工等长线的逻辑在短期有了更多的兑现，

尤其是电动车销量增加，不断出新的车型，特斯拉持续降价等等，市场沉浸在这些信息和悸

动中。 

回顾四季度的投资，鸿鼎 2成立后顺利完成了建仓，但组合结构上并不完美：食品饮料

尤其是白酒，相对比市场的狂热，组合显然低配了；新能源车在 12 月开始逐步减仓，现在

来看是减早了，减仓后基金又上涨了 20%左右；周期类板块，采用场内的 ETF进行参与，波

动非常大，仓位也很难拿很重；组合配置的金融地产等低估值板块，整体表现欠佳，拖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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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 

组合结构的问题，本质上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某些主题和行业的研究有欠缺，

例如周期，也包括研究深度的欠缺，例如白酒拿不了那么重。另一方面是交易和心理层面的

问题，场内的基金尤其是 ETF四季度的买卖换手还是比较频繁的，但并没有贡献太多的收益，

更多的是在平滑组合的波动，这背后是对合理波动的容忍程度太低。投资暴露出的问题，都

是研究认知和人性弱点，解决无捷径可寻，只能认真研究努力修炼心性。 

展望一季度，权益资产的投资难度显著增加，除了估值水平已经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外，

还因为市场对流动性边际收紧和经济复苏持续性的担忧，海外疫情的不确定性也是市场的担

忧之一，这些担忧中的任何一个实际发生，都有可能对市场估值形成压制，尤其是那些估值

较高的行业和个股，适度的回调也很正常。因此，我们总体的布局是年初可以先乐观一点，

但一个季度维度上还是要做好防守。组合配置上，首先加大港股的配置比例，至少到 30%；

其次行业上增加一些周期价值类的基金；最后，基金上集中度提升，将资金投到更有把握的

基金经理上，尤其是经历过市场牛熊的相对成熟的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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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中，同日反向交易成交

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共 1 次，为指数量化投资组合因投资

策略需要和其他组合发生的反向交易。 

  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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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现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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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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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64,909.43 24,990.98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年管理费率为 0.8%。每日管理费=前一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扣除

所持有本计划管理人管理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资产净值后的余额（若为负

数，则取 0）×年管理费率÷365  

  本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管理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度支付。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500.27 214.86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年托管费率为 0.006%。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365 

  H为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托管费 

  E为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 

  本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托管费每日计提，按自然季度支付。 

   

（三）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8月 2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不收取业绩报酬。 

   

七、当期交易及持有基金产生的费用  

项目 

本期费用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其中：交易及持有基金管

理人以及管理人关联方所

管理基金产生的费用  

当期交易基金产生的申购费（元） 3,060.93 - 

当期交易基金产生的赎回费（元） 20,564.33 -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销售

服务费（元） 
2,909.29 -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管理

费（元） 
58,658.13 2,0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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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托管

费（元） 
11,489.75 477.06 

当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交易

费用（元） 
7,882.86 584.26 

注：上述费用为根据所投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列明的计算方法和实际持仓情况估算得出；当

期持有基金产生的应支付销售服务费、应支付管理费、应支付托管费已在本计划所持有基金

的净值中体现，不构成本计划的费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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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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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22 日 


	重要提示
	一、基本信息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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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 资产组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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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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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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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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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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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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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投资经理情况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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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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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三）业绩报酬

	七、当期交易及持有基金产生的费用
	八、本报告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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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三）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