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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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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资产，但不

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 

  本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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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合同及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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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明睿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13年 12月 12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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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05,821.35 
本期利润(元)  -4,676,988.79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306,955,209.39 
期末份额净值(元)  3.5974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3.5974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0.88%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5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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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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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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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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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333,502.42 89.35 
 其中：境内股票  420,102,902.47 73.99 
 港股投资  87,230,599.95 15.36 
2  固定收益投资  5,598,945.5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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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31,367.81 9.36 
7  其他资产  1,723,004.68 0.30 

8  资产合计  567,786,820.4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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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比例(%)  

601933 永辉超市 4,948,856.00 50,527,819.76 8.99 
00175 吉利汽车     3,138,676.00 36,886,661.95 6.56 
601155 新城控股 923,600.00 36,768,516.00 6.54 
601318 中国平安 401,066.00 35,538,458.26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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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58 五 粮 液 274,700.00 32,400,865.00 5.77 
000333 美的集团 605,700.00 31,411,602.00 5.59 
600519 贵州茅台 26,700.00 26,272,800.00 4.68 
600690 海尔智家 1,500,000.00 25,110,000.00 4.47 
01030 新城发展控股   2,688,000.00 24,307,315.20 4.33 
600426 华鲁恒升 1,587,941.00 23,596,803.26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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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24 宁行转债 41,830.00 5,598,945.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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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名基金明

细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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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名期权明

细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权。 
 

(六)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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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 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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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主办人情况  

投资主办人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张锋 硕士 20 张锋先生，上海东方证券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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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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在一季度社融增速大幅回升之后，3月份宏观数据出现了明显回暖，这是年初以来股市

反弹行情的最大支撑。然而央行对二季度的货币政策重新从总量宽松转向为边际收紧，经济

数据则立刻从 4 月份开始持续走弱：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5月份 PMI 重新下降到荣

枯线以下。说明经济并未出现内生性复苏，只要去杠杆的力度稍微加大，经济回升的势头就

会被打断。中美贸易谈判在 5月份中断，6月份又有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发生，我们认为这

两起事件只是短期影响，真正制约经济持续回升的仍然是去杠杆远未完成。 

  预计宏观政策仍然是“上有顶，下有底”，降低杠杆率是长期目标，但又要避免在过程

中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转型期会拉长时间。同时，外部环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竞争

与合作的比重在发生变化，与去杠杆一样，这是个长期问题。 

  总体说来，中国经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年 2季度所发生的事情进一步确认了这个

判断。我们只能以常识和历史经验来做参考，假设在未来比较长一段时间内，经济总量增速

不太可能持续超预期的话，那就必须思考，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企业还有机会获得持续

的成长。 

  无风险利率下降和风险溢价抬升，这种谨慎的心态投射在股票市场上，板块之间的估值

差异不断扩大。以医疗器械和服务、调味品、长江电力为代表一类所谓无周期性的股票估值

在二季度不断抬升，部分个股已经初现估值泡沫。而周期性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估值始终受压

制，我们对此现象保持密切观察。 

  二季度，我们对持仓结构做了较大调整，大金融、大消费以及周期性行业里的龙头企业

均衡配置，集中持股。整体组合的估值水平仍然维持合理偏低。保持较高的仓位运作，我们

认为结构性机会多于指数性、系统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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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和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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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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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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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本报告期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托管人”）在对东方红明

睿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资产份额持有人利益的

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资产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资产管理计划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东方红明睿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运作进行

了监督，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的计算、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以及资产

管理计划费用开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复核，未发现资产管理人存在损害资产份额持有人利

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由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编制本托管人复核的本报告中的主要财

务指标、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资产管

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等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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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2,063,241.89 1,858,788.44 

注：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1.5%。计

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

次季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 

(二)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165,059.37 148,703.07 

注：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1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

如下： 

  H＝E×0.1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经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核对无误后，由托管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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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季首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 

(三) 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9年 4月 1日至 2019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19年 1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31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 

七、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本报告期，本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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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主办人变更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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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0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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