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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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584,969.45 

本期利润(元)  42,270,552.78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102,370,265.61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904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031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67%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0.88% 

   

   本期末  

明珠 1号 A期末资产净值(元)  1,621,495,321.18 

明珠 1号 A期末份额净值(元)  1.0904 

明珠 1号 A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031 

   本期末  

明珠 1号 C期末资产净值(元)  1,089,648.27 

明珠 1号 C期末份额净值(元)  1.0896 

明珠 1号 C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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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586,697.83 11.71 

   其中：境内股票  212,586,697.83 11.71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1,528,244,914.89 84.19 

 
其中：债券  1,528,244,914.89 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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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59,909.36 2.40 

7  其他资产  30,911,343.97 1.70 

8  资产合计  1,815,302,866.0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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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381.00 17,328,427.38 1.07 

601088 中国神华 952,300.00 17,150,923.00 1.06 

600887 伊利股份 295,900.00 13,129,083.00 0.81 

600048 保利地产 826,700.00 13,078,394.00 0.81 

601318 中国平安 130,300.00 11,333,494.00 0.70 

600036 招商银行 237,500.00 10,438,125.00 0.64 

601233 桐昆股份 404,450.00 8,327,625.50 0.51 

600741 华域汽车 283,400.00 8,167,588.00 0.50 

601166 兴业银行 373,100.00 7,786,597.00 0.48 

002925 盈趣科技 120,515.00 7,752,729.95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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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0,000.00 6.16 

136624 16融创 07 890,000.00 88,305,800.00 5.44 

163763 20信投 G5 800,000.00 80,056,000.00 4.93 

163756 20国君 G4 600,000.00 60,162,000.00 3.71 

163785 20平证 04 600,000.00 60,024,000.0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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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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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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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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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999,56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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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度经济继续复苏，GDP 回升至 6.5%。其中出口最为亮眼，制造业链条因海外订

单回暖并转向国内，拉动国内制造业环比迅速改善。受益于制造业复苏，国内商品价格也同

步上涨。风险资产持续创出新高，风险偏好不断上升。但中间穿插着病毒变种、英国封城及

永煤违约，使得央行继续保持了宽松的流动性，在继续推动权益上涨的同时，债券价格在短

暂冲击后大幅修复。四季度社融拐点如期显现，后续信用环境的变化将重点关注。 

展望 1 季度，尽管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可能继续边际走弱，但去除同比基数因素

下的宏观经济指标可能仍将继续改善。受益于海外补库需求和疫苗接种后带来生产和生活的

进一步恢复，出口仍然有望在一季度保持改善态势，尽管面临运费上涨及订单回流的风险，

但是疫苗同样也将带动消费场景的恢复。同时房地产企业融资将在今年面临较大压力，但在

加快销售回款和竣工交付压力下，地产建安投资预计将仍然维持高位。CPI 方面由于存栏母

猪已连续 14 个月增长，同时美国复苏好于欧洲，导致美元指数走强，将分担一部分来自外

输的通胀压力，预计 2021Q1 的 CPI 同比中枢在 0 附近。流动性在不急转弯的定调及外汇升

值压力之下，1 季度大概率也难以显著收紧。 

债券方面：四季度整体债券维持区间震荡，12 月疫情扩散叠加信用事件冲击维稳需求，

流动性超预期放松。组合维持对久期和信用风险偏好谨慎的基础上，在市场冲击过程中把握

债券配置机会。后续我们仍将继续坚守基本面研究；耐心等待债券收益率随经济基本面向好

做出调整后，逐步增加配置。 

转债方面：四季度随着债券市场信用风险事件的爆发，转债局部踩踏，大量转债估值已

处于历史低位。我们将合理把握转债行情中性价比较高的结构性机会，并且继续自下而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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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个券，更加关注公司基本面优质、估值合理的个券。 

权益方面：四季度高配权益，并且继续向顺周期倾斜，在 10 月份市场对复苏延续性产

生分歧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低位加仓优质顺周期成长标的的机会；并且把握反垄断、中美

摩擦等事件性冲击，积极配置港股的优质稀缺标的。站在当前，A 股整体估值已高位，相对

而言港股估值尚在合理范围，权益适当降低长期收益预期。从投资策略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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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公司的配置，适当回避部分估值过高的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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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403,862.47 2,053,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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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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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7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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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862.47 413,39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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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7月 1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7,800,0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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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资产超额收益                     
业 绩 报 酬 提 取 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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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以下                     0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业绩报酬计提基准+2%）                     20%                     

（ 业 绩 报 酬 计 提 基 准 +2% ） ~ （ 业 绩 报 酬 计 提 基 准

+4%）                     
10%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4%）以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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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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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0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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