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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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5年 7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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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72,801.53 

本期利润(元)  2,345,705.34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9,882,289.34 

期末份额净值(元)  1.1228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3564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1.26%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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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中：境内股票  - - 

   港股投资  - - 

2  固定收益投资  43,974,000.00 43.28 

 
其中：债券  43,974,000.00 43.28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52,500,000.00 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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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0,079.52 1.75 

7  其他资产  3,342,449.63 3.29 

8  资产合计  101,596,529.1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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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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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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00510 
18 金光纸业

MTN001 
200,000.00 19,988,000.00 19.72 

101800048 
18 华 强

MTN001 
200,000.00 19,980,000.00 19.71 

1480147 14桂城建债 200,000.00 4,006,000.0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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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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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057 东方红货币 B 24,000,000.00 24,000,000.00 23.67 

253051 国联安货币 B 10,000,000.00 10,000,000.00 9.86 

000874 
华安现金宝

货币 B 
9,000,000.00 9,000,000.00 8.88 

040039 
华安日日鑫

货币 B 
5,000,000.00 5,000,000.00 4.93 

000710 
交银现金宝

货币 A 
4,500,000.00 4,500,000.00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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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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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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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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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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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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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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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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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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562.55 1,126,668.37 

（1）按资产净值的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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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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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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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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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49.98 300,444.84 

（1）按资产净值的 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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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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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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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日、委托人退出日或计划终止日。业绩报酬的计提，

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以下简称“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如委

托人该笔份额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推广期参与的，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

计提日，存续期内参与的，以参与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下同）至本次业绩报酬计

提日的期间为基准。委托人退出时，按照“先进先出”法，分别计算每一笔参与份额应收的

管理人业绩报酬。 

①期间年化收益率计算 

期间年化收益率 R = [（P1-P0）/P0
x
] ×（365÷T） 

P1=委托人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份额累计净值 

P0=委托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份额累计净值 

P0
x
=委托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份额净值 

T=委托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天数 

 

②管理人以超额比例的方式提取业绩报酬 

管理人根据期间年化收益率对收益超过预先设定的计提基准以上部分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层

提取管理人业绩报酬。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期间年化收益率 收取比例 管理人业绩报酬计算公式 

R≤8% 0 E=0 

8%＜R 15% E=N×P0
x
×（R-7.0%）×(T÷365) ×15% 

E=该笔参与对应的管理人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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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委托人该笔参与在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份额数 

③将所有参与笔数的管理人业绩报酬加总，得到总的管理人业绩报酬（∑E）。 

∑E=E1+E2+E3+......+En 

其中的 n 为所对应的参与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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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25  0.13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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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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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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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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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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