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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关于发布<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

范>的通知》（以下简称《业务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由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 

中国证监会2011年11月21日对本集合计划出具了核准文件《关

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但中国证监会对本集

合计划作出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对本集合计划的价值

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参与本集合计划没有风

险。 

管理人、托管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3

月25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报告和投资组

合报告等内容。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2012年度审计报告。 

管理人、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2年6月21日—201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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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一）基本资料 

名称：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 2012年6月21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02,048,819.72份 

存续期： 本集合计划不设固定存续期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通过缜密的资产配置原则和严格的行业个

股选择，积极把握行业和个股投资机会，精选具有核

心价值优势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动态优化投资组

合，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力求实现集合计划资产长

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周

期和市场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对相关资产类别的

预期收益进行监控，动态调整权益类资产、固定收益

类资产和现金资产等大类资产配置，自上而下灵活配

置资产；通过深入的基本面研究，精选价值相对被低

估、成长性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小的上市公司。在

构建和管理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重点布局具有长期发

展前景的产业和行业以及经济区域，并根据市场节奏

动态优化配置资产组合。 

管理人：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二）管理人 

名称：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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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矫正中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305号2楼 

管理人联系人： 焦志常 

联系电话：  021-20361060 

传真： 021-20361038 

网址： www.nesc.cn 

 

（三）托管人 

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5号 

法定代表人：  王洪章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1号院1号楼 

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12】号 

托管部门联系人：  田青 

联系电话：  010—67595096 

公司网址： www.ccb.com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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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7号投资广场22-23层 

公司网址： www.chinaclear.cn 

 

（五）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4层 

法定代表人：  田雍 

经办注册会计师：  支 力        韩波 

联系电话： 010-88356177 

传真： 010-8835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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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元） -2,250,820.66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

净额 
-2,688,797.75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100,533,067.1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0.985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0.985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1.50% 

 

三、 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结果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0.985元，累计单位净值

0.985元，本年度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为-1.50%。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王明威先生，复旦大学数学学士，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公司证

券投资部门和资产管理部门有十多年的自营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经验。 

许文波先生，吉林大学硕士，十一年证券行业从业经历。2001 年起加入东

北证券，曾先后担任分析师、投资经理助理、高级投资经理、定向资产管理业

务投资主办人、东北证券 1 号、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助理等职

务。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以及操作回顾 

2012年 A股市场全年保持弱势格局，除最后一个月强劲反弹之外整体波动

幅度不大。年内上证综指、沪深 300、深成指、中小板综指、创业板综指涨幅

分别约为 3.17%、7.55%、2.22%、-1.63%和-1.91%。管理人认为市场表现主要

是基于国内经济见底时间延迟和弱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困扰，同时上市公司盈

利相比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了更显著的增速下滑导致的，经济转型叠加经济衰退

周期带来各行各业的正常发展都开始受到明显的扰动，各项宏观及行业数据始

终使大家在预期落空与将信将疑的情绪中左右摇摆，典型的表现是 2012年的 7

月初大盘蓝筹股的集体跳水，9月底的上证指数数次下破 2000点，以及在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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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以银行为代表的强劲的估值修复行情。在这中间，两会的召开和新一届国

家领导人明确之后，市场情绪也产生了相对正面的反应，大家对于制度变革的

期待，从社会到资本市场，都产生了新的期待。 

本集合计划于 2012年 6月 21日正式成立并运作，截止 12月 31日，产品

净值为 0.985 元，期间上证指数和沪深 300 指数经过剧烈下跌和快速反弹之

后，基本持平。回顾自产品成立以来 5 个多月的投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9月 21日首次开放前，基于对市场格局的判断，管理人加

大了固定收益类品种的投资力度，严控权益类品种的投资仓位，使得产品净值

基本维持在 1 元附近。而第二阶段在首次开放结束后，由于部分投资者赎回等

原因，间接抬升了本集合计划权益类投资品种的仓位，净值稍有波动，而 12月

伊始的行情，我们对于银行股的估值修复幅度和力度判断认为有待观察，导致

阶段稍弱于市场的表现。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 2013年，管理人认为，随着新政府的上任，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将逐

渐明确，同时对于改革市场也给予高度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能会承接

2012 年底的亢奋状态，将情绪带动的估值修复行情持续数月，而最终上市公司

的盈利数据可能将较难印证强复苏格局的形成，从而因预期差产生较为剧烈的

震荡格局。而此轮估值修复实则难以摆脱中国证券市场向成熟市场逐渐过渡接

轨的大背景，因此修复的终点不宜有太高期待。另一方面，新股发行体制的改

革将使市场的在停发期形成的供需平衡再度打破，新的退市制度、市场对于融

券及个股期权等方面的创新意图，都会对整个市场的估值形成明显的干扰，估

值倍数的提升空间必然是结构性、阶段性的。 

基于以上市场判断，管理人认为主要的投资策略仍应以选择公司和坚持长

期的投资理念为主要指导。资产配置以适度控制仓位、淡化风险为主，同时对

于在经济衰退周期中表现过硬的稳定公司和仍然保持有良好成长性的公司择机

逐渐配置，同时加强对于长期有潜力公司的财务数据和经营状况的跟踪，找到

并确认公司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成本等方面的努力，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盈

利拐点。概括起来说，就是“硬资产+成长+复苏”为主的配置思路。对于市场

给予较低预期，保持较好的盈利水平，但是因短期增速不够显著的公司加以选

择，真正找到具备核心优势的公司进行长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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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2013 年的投资管理，我们仍会将严控风险作为最主要前提，珍惜投

资人投入的每一分钱，每一份信任，保持耐心和谨慎的态度，着眼未来，立足

长期，力争让每一位投资者有好的投资收获。 

（四）风险控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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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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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

资管理、信息披露符合有关法规和计划合同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的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部门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建立顺序

递进、权责统一、相互制衡、严密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机制，严格按照岗位手

册和业务程序进行业务操作，并设置合规专员负责对本集合计划的实施过程各

环节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和审查。 

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加强对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风险

的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评估。管理人的风险控制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的规

定，针对本集合计划的运作特点，建立相应风险监控指标，确定调整风险监控

阀值，利用公司风险监控系统每日动态监控本集合计划的风险监控指标的变化

情况，对预警事项进行分析、核查并跟踪处理，同时运用合规检查与合规审查

等多种方式对集合计划的管理运作进行合规管理，确保集合计划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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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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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

持有的证券符合规定的比例要求；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完整、

准确、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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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托管人报告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2年度托管人报告 

 

中国建设银行根据《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和《东北证券6号核心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自

2012年6月21日起托管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称“本计划”）资产。 

2012年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及时准确地执行了管理人的投资

和清算指令，办理了本计划名下的资金往来。 

2012年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为按合同

约定进行了监督，未发现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2012年度期间，中国建设银行对报告期内资产净值的计算、费

用开支方面进行了复核，未发现管理人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

为。 

中国建设银行复核了本计划资产管理报告(2012年度报告)中的

有关财务数据部分，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业务部 

                                     2013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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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财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期末余额 

资产：  负债：  

银行存款 8,308,014.18 短期借款  

清算备付金 1,862,480.61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保证金 70,793.80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28,538,011.0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  应付证券清算款 108,932.54 

股票投资 15,046,317.00 应付赎回款  

债券投资 5,522,120.20 应付管理人报酬 101,185.52 

资产支持证券  应付托管费 16,864.27 

基金投资 7,969,573.87 应付销售服务费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80,969.7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2,002,820.00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30,801.87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63,097.66 应付利润  

应收股利  其他负债 35,000.00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342,952.06 

    持有人权益：  

   实收集合计划资金 102,048,819.72 

  未分配利润 -1,515,752.59 

   持有人权益合计 100,533,067.13 

资产合计: 100,876,019.19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合

计： 100,876,019.19 

 

（二）利 润 表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集合计划收入 -329,926.73 

1、利息收入 1,255,723.30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230,438.87 

债券利息收入 77,537.76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947,746.67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2,024,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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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股票投资收益 -1,819,747.31 

债券投资收益 122,526.64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1,543,036.67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1,216,030.22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437,977.09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600.00 

二、费用 1,920,893.93 

1、管理人报酬 1,347,314.37 

2、托管费 224,552.37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301,030.03 

5、利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47,997.16 

三、集合计划经营业绩 -2,250,820.66 

 

（三）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 

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集合资产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成立时所有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324,347,243.45 - 324,347,243.45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

的增减变动额（本期净

利润） 

 -2,250,820.66 -2,250,820.66 

三、本期集合计划份额

交易产生的增减变动额

（减少以“－”号填

列） 

-222,298,423.73 735,068.07 -221,563,355.66 

其中：1.参与款             9,735,899.41 -141,679.41 9,594,220.00 

      2.退出款             -232,034,323.14 876,747.48 -231,157,575.66 

四、本期向集合计划份

额所有者分配利润产生

的增减变动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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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末所有者权益

（集合计划净值）      
102,048,819.72 -1,515,752.59 100,533,067.13 

 

六、 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日期：2012年12月31日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15,046,317.00 14.92% 

债  券 5,522,120.20 5.47% 

基  金 7,969,573.87 7.90%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10,170,494.79 10.0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62,002,820.00 61.46% 

其他资产 164,693.33 0.16% 

合  计 100,876,019.19 100.00% 

注：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证券清算款、存出保证金三项。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总资产比例（%） 

应收利息 63,097.66 0.06% 

应收证券清算款 30,801.87 0.03% 

存出保证金 70,793.80 0.07% 

合 计 164,693.33 0.16% 

注：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

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日期：2012年12月31日 

序号 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300070 碧水源 70,000.00 2,807,000.00 2.79% 

2 600519 贵州茅台 13,000.00 2,717,260.00 2.70% 

3 002051 中工国际 70,000.00 2,058,000.00 2.05% 

4 600900 长江电力 240,000.00 1,648,800.00 1.64% 

5 002022 科华生物 145,000.00 1,522,500.00 1.51% 

6 600886 国投电力 250,000.00 1,440,000.00 1.43% 

7 601088 中国神华 27,000.00 684,450.00 0.68% 

8 600048 保利地产 50,000.00 680,000.00 0.68% 

9 000895 双汇发展 11,000.00 636,900.00 0.63% 

10 601006 大秦铁路 90,000.00 608,400.00 0.61%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日期：2012年12月31日 

序号 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122757 11丹东债 30,000.00 3,094,500.0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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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3002 工行转债 9,500.00 1,041,010.00 1.04% 

3 110020 南山转债 5,000.00 530,250.00 0.53% 

4 113001 中行转债 4,500.00 433,575.00 0.43% 

5 110003 新钢转债 2,030.00 209,049.40 0.21% 

6 110022 同仁转债 1,330.00 155,556.80 0.15% 

7 113003 重工转债 550.00 58,179.00 0.06%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7只债券。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日期：2012年12月31日 

序号 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150028 信诚500A 5,760,056.00 5,541,173.87 5.51% 

2 150018 银华稳进 2,600,000.00 2,428,400.00 2.42%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2支基金。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日期：2012年12月31日 

行业 数量 市值 净值比 

B  采掘业 27,000 684,450.00 0.68% 

C  制造业 177,882 4,956,854.20 4.93% 

  C0  食品、饮料 24,000 3,354,160.00 3.34% 

  C1  纺织、服装、皮毛 7,882 63,844.20 0.06% 

  C6  金属非金属 1,000 16,350.00 0.02% 

  C8  医药生物制品 145,000 1,522,500.00 1.51% 

D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90,000 3,088,800.00 3.07% 

F  交通运输、仓储业 90,000 608,400.00 0.61% 

J  房地产业 53,128 713,938.80 0.71% 

K  社会服务业 144,700 4,993,874.00 4.97% 

合计 982,710 15,046,317.00 14.97% 

注：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持仓板块报告中市值占总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

存在尾差。 

 

（七）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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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324,347,243.45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9,735,899.41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232,034,323.14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102,048,819.72 

 

八、 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相关事项 

1、2012年 1月 11日，公司董事田奎武先生因工作原因于辞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职务。 

2、2012年 1月 31日，公司召开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崔伟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2012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4、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的诉讼事项。 

5、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办公地址由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 128号 5楼变

更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号 2楼。 

6、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本集合计划托管人相关事项 

1、2012年 11月 15日，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经中国建设银行研究决定，聘任杨新丰为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业务部

总经理，其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证监许可〔2012〕961 号）。

聘任郑绍平为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其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

监会审核批准（证监许可〔2012〕1036号）。 

2、2012年 1月 16日，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自 2012年 1月 16日起，王洪章先生就任董事长、执

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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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2年 11月 15日，根据工作需要，中国建设银行投资托管服务部更名

为投资托管业务部。  

4、本集合计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财产、托管业务

的诉讼事项。 

5、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6、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

处罚。 

（三）本集合计划相关事项 

1、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2、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未进行收益分配。 

3、本集合计划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申购天治稳健双盈基金，投资金额为

900 万元，该投资金额占当日东北证券 6 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

值的比例为 2.7739%。天治稳健双盈基金是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一支

债券型基金。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吉林省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同时为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

后，在管理人网站上发布公告，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同时向吉林证监局、上

海证监局备案。 

 

九、 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

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842号） 

2、《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4、《东北证券 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合同》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二）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05号 2楼 

网址：www.ne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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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