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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制作。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于2019年04月18日

对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集合计划投资组合

报告和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等财务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

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9年01月01日-2019年03月31日 

 

一、集合计划简介  

 

1、基本资料  

集合计划名称: 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集合计划类型：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计划成立日：2013年12月12日 

集合计划成立规模：53,003,168.80份  

集合计划报告期末计划总规模：155,451,478.01份  

集合计划存续期：2013年12月12日-无固定期限 

集合计划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以追求绝对收益为目标，严控风险，以资产净值的稳健增长

为导向；灵活配置，把握具有较高确定性的投资机会。 

集合计划投资理念：严控风险，以资产净值的稳健增长为导向；灵活配置，把握具有较高确

定性的投资机会。 

 

2、集合计划管理人 

名称：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31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31层 

法人代表：潘鑫军 

联系人：吴比 

联系电话：40092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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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电话：021-63326981 

网址： http://www.dfham.com 
3、集合计划托管人 

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高国富 

联系人：胡波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2540 

网址：www.spdb.com.cn 
4、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5、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叶尔甸、陈熹 

联系电话：021-23232035  
传真：021-23238800  
      
   

 

二、 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年03月31日 

1  期初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3.1046 

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3.6295 

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  3.6295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564,215,610.65 

5  本期集合计划利润  79,858,634.18 

6  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315,015,246.44 

7  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2.0265 

8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16.91% 

9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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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认购或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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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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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期末集合计划可分配利润= 集合计划期末可分配利润÷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2）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期末集合计划份额 

（3）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分红 

（4）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期末单位净值/(分

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分红金额)}-1 

（5）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第一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第二

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增长率+1）×…… ×（最后一次分红后单位集合计划资产

净值增长率+1）－1 

 

3、集合计划净值收益率图  

 

 

   

4、收益分配情况  

集合计划成立以来，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分配红利日期 每10份集合计划分红（至少保留2位小数） 备注 

 

5、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情况  

 

  根据本计划说明书合同约定，本期管理人未提取业绩报酬。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业绩表现  

  截止到2019年03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资产净值为3.6295元，本期净值增长率为

16.91%，集合计划单位累计资产净值3.6295元,累计净值增长率为2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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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资主办人简介  

  张锋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投资主办人，复旦大学经济

学硕士，证券从业20年，历任上海财政证券公司研究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员，

上海融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票投资副总监、基金经理，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投资部总监、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私募权益投

资部总经理。 

   

  根据管理人公告，自2019年3月26日（含）起，高义先生不再担任本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的投资主办人。 

 

 

(三)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一季度以来，受外资持续流入、流动性放松、政府减税降费政策支持、中美贸易争端缓

和、经济转好预期等多重利好因素影响，估值降到历史低位的市场终于迎来了强劲反弹。

涨幅靠前的行业包括计算机、农林牧渔、食品饮料、券商、电子等，涨幅靠后的行业包

括银行、公用事业、建筑装饰、汽车等。 

我们在年初大幅提高了股票仓位，同时优化了个股持仓结构，取得了一定收益。 

展望未来几个季度，在基建、减税、信用放松等政策推动下，预计经济将逐步见底，名

义GDP在下半年有回升可能；叠加相对较为宽松的流动性及可能的赚钱效应，预计市场

总体可能继续保持较好态势。 

行业方面，我们对汽车、白酒、金融、化工、地产等顺周期行业也会保持关注。我们也

自下而上积极寻找具备持续竞争优势的低估、优质龙头公司，继续优化持仓结构，与优

秀企业一起成长，力争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稳定回报。 

 

 

(四) 内部性说明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

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

的行为。 

2、风险控制报告 

  集合计划管理人设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作为独立风险监督管理部门，通过系统监控

和现场检查，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的监督、检查和评价。

在交易系统中设置各类合规性指标进行限制，实现交易事前控制，确保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运作的合法合规。对于每日风险监控中发现的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及时提醒投资主

办人或责任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尽可能规避风险事件发生。 

  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实行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的同时，也接受托管银行、上级监管机

构、中介审计机构以及委托人的监督。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集合计划的管理始终都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公司相关制度和本集合计划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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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规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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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

时。 

 

 

 

四、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2019年03月31日 

单位：元  

1、资产组合情况  

项             目  期末市值  占期末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和清算备付金  52,291,220.35 9.19% 

交易保证金  550,294.98 0.10% 

证券清算款  - - 

应收申购款  - - 

股票投资  513,548,467.96 90.21% 

其中：港股投资  167,104,642.85 29.35% 

债券投资  2,736,012.00 0.48% 

权证投资  127,212.90 0.02% 

基金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它投资 - - 

其它资产  13,949.50 - 

合计  569,267,157.69 100.00% 

注： “其他资产”包括“应收红利”、“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等项目。 
2、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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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00175 吉利汽车 4,385,676 56,430,054.52 10.00% 
600887 伊利股份 1,716,851 49,977,532.61 8.86% 
002415 海康威视 1,329,804 46,636,226.28 8.27% 
601155 新城控股 923,600 41,700,540.00 7.39% 
601318 中国平安 394,608 30,424,276.80 5.39% 
600690 青岛海尔 1,622,200 26,285,842.00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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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176 中国巨石 2,411,785 25,806,099.50 4.57% 
600426 华鲁恒升 1,604,948 24,539,654.92 4.35% 
600612 老凤祥 538,000 23,887,200.00 4.23% 

01030 
新城发展控

股 
2,688,000 22,411,737.60 3.97% 

 

3、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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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4、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证明细  

 

权证代码  权证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02922 
金风科技港股配股

权证 47,994.00 127,212.90 0.02% 
5、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期权明细  

期权代码 期权名称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6、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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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量  市    值  市值占净值比  

128029 太阳转债 24,900 2,736,012.00 0.48% 
 

7、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注：买入持仓量以正数表示，卖出持仓量以负数表示。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本期2019年01月01日-2019年03月31日本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148,493,658.52 19,614,058.77 12,656,239.28 155,451,478.01 

六、重要事项揭示  

 

（一）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托管人的董事长、行长没有发生变更。 

代码 名称 持仓量（买/卖） 合约市值 公允价值变动 

总额合计    - 

减：可抵销期货暂收款    - 

股指期货投资净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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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董事长、总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三）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从事重大关联交易。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3、《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东方红明睿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年度审计报告【正本】》 

（二）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工作时间到管理人办公地址或登录管理人网站查阅。如有疑问，可通过以下途径

向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咨询： 

网址：www.dfham.com，客户服务热线：4009200808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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