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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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添利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5年 7月 1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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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119,958.38 

本期利润(元)  34,860,271.38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397,965,729.44 

期末份额净值(元)  1.1314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2659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1.02%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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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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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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境内股票  - -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3,488,014,162.67 97.11 

 
其中：债券  3,488,014,162.67 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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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5,110.23 0.67 

7  其他资产  79,686,936.98 2.22 

8  资产合计  3,591,826,209.8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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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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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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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52024 
16 铁 道

MTN002 
3,000,000.00 299,771,631.52 8.75 

101654013 
16 神 华

MTN002 
2,500,000.00 249,010,620.89 7.27 

101654007 
16 神 华

MTN001 
2,100,000.00 209,912,373.07 6.13 

1382121 13神华 MTN1 2,000,000.00 201,824,049.78 5.89 

101654079 
16 北方工业

MTN001B 
1,900,000.00 188,387,185.27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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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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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164,00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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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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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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蛟龙 
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硕士 
10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私募固定收益投资

部副总经理、投资经理，中

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证

券从业 10年，曾任中信建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公

司债券销售交易部投资经

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户部高级投资经理 ，富

国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投资管理部投资经理。 

余偲媛 
纽卡斯尔大学金

融学硕士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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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卡斯尔大学

金融学硕士，证券从业 8年，

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职员，富国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研

究助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研

究部投资支持经理、研究

员、高级研究员。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债券方面，四季度市场主要围绕疫情好转及货币政策转向两条主线博弈。十年国债收益

率经历了大幅震荡行情，从 3.15%上升到 3.32%高点后，最终回落至 3.12%。展望 2021 年一

季度，债券市场或步入区间震荡的走势。一方面，随着“永煤事件”带来的市场恐慌逐渐平

复，资金面边际继续放松的必要性也减弱，同时考虑到货币政策短期不会急转弯，且银行压

降结构性存款的压力也得到缓解，因此从资金面来看，利率上行的幅度也不会超预期。另一

方面，尽管病毒变异短期打乱了全球经济恢复的节奏，但海外经济方向上仍将继续改善。而

国内来看，一季度 PPI转正或让市场开始关注通胀的影响，因此债券收益率在当前位置上继

续下行的空间不大。操作上，可关注利率债的波段交易机会。信用债方面，我们会继续立足

基本面的研究，挖掘被一刀切的民企债、地产债等，在永煤事件等性质的冲击下，也存在被

错杀或是流动性冲击下的抛盘，力争为组合有效增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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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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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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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管理人官网公告的本集合计划托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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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518.16 432,794.11 

（1）按资产净值的 0.05%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季支付。 

  （3）管理费计算方法如下：G＝i×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注：G 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

费，i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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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510.94 259,6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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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托管费  

（1）按资产净值的 0.03%年费率计提。 

  （2）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计算，按日计提，按季支付。 

  （3）托管费计算方法如下：C＝i×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注：C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

费，i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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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集合计划不收取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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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2-25  0.1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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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三）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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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