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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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合盈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20年 4月 16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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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241,668.54 

本期利润(元)  4,442,905.42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24,104,825.43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983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983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1.80%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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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为 2021年 3月 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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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9,475.26 12.55 

   其中：境内股票  25,286,867.26 8.84 

   港股投资  10,632,608.00 3.72 

2  固定收益投资  223,990,952.30 78.28 

 
其中：债券  223,990,952.30 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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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1,953.86 6.35 

7  其他资产  8,057,562.21 2.82 

8  资产合计  286,129,943.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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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75 吉利汽车 139,000.00 2,324,080.00 0.82 

00916 龙源电力 258,000.00 2,303,940.00 0.81 

000830 鲁西化工 121,600.00 1,888,448.00 0.66 

002459 晶澳科技 65,200.00 1,882,976.00 0.66 

002179 中航光电 27,600.00 1,865,760.00 0.66 

03323 中国建材 192,000.00 1,820,160.00 0.64 

300122 智飞生物 10,200.00 1,759,398.00 0.62 

600745 闻泰科技 17,900.00 1,754,200.00 0.62 

688390 固德威 8,318.00 1,722,408.26 0.61 

600276 恒瑞医药 18,600.00 1,712,874.00 0.60 

注：对于同时在 A+H 股上市的股票，合并计算公允价值参与排序，并按照不同股票分别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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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74 20中证 15 200,000.00 20,042,000.00 7.05 

012002990 
20 恒 逸

SCP005 
200,000.00 19,970,000.00 7.03 

019640 20国债 10 125,000.00 12,495,000.00 4.40 

101801044 
18 双流兴城

MTN001 
100,000.00 10,377,000.00 3.65 

112882 19魏桥 01 104,000.00 10,288,720.00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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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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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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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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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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启超 
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经济学硕士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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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

学院经济学硕士，证券从业

5年，曾任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研究部研究员、高级研究

员。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债券方面，一、二月经济复苏叠加央行收紧货币，收益率曲线陡峭化上行；春节后市场

情绪回暖，虽然机构心态普遍纠结，但债市表现相对坚挺。展望二季度，经济向上修复仍具

备一定韧性，但边际增速可能回落。一方面，随着中国对海外产能的替代效应减弱，海外的

消费复苏从商品转向服务，出口存在见顶回落的风险；另一方面，伴随企业盈利不断修复，

制造业或将从单纯的补库向扩产能演进，制造业投资有望继续加速。此外，尽管房住不炒基

调下地产调控政策频出，但房企基于回笼现金流考量仍有加快开工和销售的动力。政策方面，

流动性或维持稳中偏松，但缴税高峰、政府债券供给放量等因素仍可能带来一定扰动。此外，



第 6 页/共 10 页 

全球经济复苏及国内“碳中和”政策推进背景下通胀环境对债市也并不友好，操作上继续保

持防守态势，利率债关注交易机会，信用债以中高等级、短久期品种为主。居民储蓄从稳定

收益类产品向净值型产品转移的背景下，高等级信用债持续被增量资金追逐，继续以高等级

信用债为主要配置方向。中长期来看，未来信用分层和市场分化可能进一步加剧，需严防信

用风险，对于弱资质和高负债企业继续保持规避。 

 

权益方面，一季度市场呈现剧烈波动，同时市场结构出现转换，价值股开始瓦解，有色、

石化等周期股表现强势。短期经济恢复速度是否见顶尚存争议，流动性没有较大宽松预期情

况下，二季度市场可能延续震荡格局。当前市场进入到年报、一季报密集披露时期，企业盈

利增长的确定性显得尤为重要，操作上我们将继续精选个股，重点关注具备优秀经营管理能

力和突出竞争力的企业，同时防范部分行业估值过高带来的潜在风险。 

 

转债方面，一季度转债市场整体先上后下，估值分化进一步加剧。后续我们将继续关注

基本面优质、正股估值适中的标的，从公司业绩角度出发，自下而上精选个券。同时二季度

优质转债供给在增加，我们也将结合公司资质以及转债的估值定价水平，择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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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250,214.37 196,081.64 

注：本合同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年管理费率为 0.4%。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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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G为每日应计提的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管理费 

  E为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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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62,553.70 49,020.44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年托管费率为 0.1%。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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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托管费自资产计划成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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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0年 10月 1日至 2020

年 12月 31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1）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的原则 

1）按委托人每笔参与份额分别计算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2）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于委托人退出日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日计提业绩报酬。 

3）在委托人退出和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4）委托人申请退出时，管理人按“先进先出”的原则，即按照委托人份额参与的先后次序

进行顺序退出的方式确定退出份额，计算、提取退出份额对应的业绩报酬。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委托人退出日或本集合计划终止日。每份集合计划份额的业绩报酬以该笔

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如无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

计提日，初始募集期参与的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存续期参与的为参与当日，下同）至本次

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的绝对收益率 R，作为计提业绩报酬的计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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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B 为该笔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累计单位净值； 

C 为该笔份额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 

集合计划的运作期：集合计划第 1 个运作期为集合计划成立日（含）至本集合计划成立日的

满 3 年的年度对日（含）起的第 1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不含），第 2 个运作期为本集合计

划成立日的满 3 年的年度对日（含）起的第 1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含）至次个常规开放期

的首日（不含），此后以此类推，第 N 个运作期（N=2,3,4,5„„）为本集合计划成立日的满

3 年的年度对日（含）起第 N-1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含）至本集合计划成立日的满 3 年的

年度对日（含）第 N 个常规开放期的首日（不含），最后一个运作期为最后一个常规开放期

的首日（含）至集合计划终止日。ri为第 i 个运作期内集合计划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每

年按 365 天计），首个运作期的 r1 在销售公告中公布。管理人将在每个运作期开始前至少提

前【1】个工作日公布下一个运作期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i；管理人未公布下一个运作

期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i的，则 ri=ri-1。 

对于某一笔份额 x，自其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起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

日期间，其适用的第一个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其适用的第二个

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以此类推，其适用的最后一个年化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为 ，对应天数为 。则该笔份额 x 的绝对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为： 

 

特别声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仅作为业绩报酬计算依据，不作为管理人对集合计划收益率

的承诺或保证。 

该笔份额 x 的业绩报酬计算公式如下： 

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Hi）计算方法 

R≤RX 0  Hi=0 

R>RX 40% 
 Hi=(R-RX) ×40%×C×F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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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为该笔提取业绩报酬的份额。 

在委托人退出和集合计划终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3）业绩报酬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款指令，托管人于 5 个工作日内将业绩报酬划拨给登记结

算机构或管理人账户。划拨至登记结算机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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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联人员的持有情况  

项目  持有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管理人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 

注：数量区间：0、0～50、50～100、100～500、500～1000、1000～2000、>2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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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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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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