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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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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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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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23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间：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 



 3 

一、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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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7,509.74份 

存续期： 不设固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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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元） -186,464.03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68,6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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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55,593,165.01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0.962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0.962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2.34% 

 

 

三、管理人报告 

（一）业绩表现 

本集合计划在2012年6月21日成立，截止2013年3月31日，本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0.962元，累计单位净值0. 962元，报告期内单位净值增长率-2.34%。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姜涛先生，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经济学硕士，中级经济师；八年证券投资

从业经历；历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分析师、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理、太平洋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西藏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产品中心负责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主办

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投资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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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与分析 

2013年第一季度，市场经历了开年的持续反弹，以及自二月开始的持续调

整，最终上证指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跌，反应出了在有待验证的弱复苏背景下，

市场的估值修复行情逐渐受到抑制的过程。而在上个季度中做出判断的地产调控

政策和对银行理财产品的规范都在一季度出台，验证了市场在乐观情况时我们对

于不确定性将给市场带来打击的担忧。而伴随这两方面调控措施的推行，都已经

说明估值修复的行情在一季度已经告一段落，市场进入了谨慎验证复苏，与谨慎

鉴别在经济转型阶段能够保持持续增长的公司逻辑的阶段。 

随着市场情绪的演化，我们在一季度的市场中看到了强周期行业公司股价的

脉冲亢奋，也看到了银行地产等低估值板块的投资者从极度追捧到争相卖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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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大众食品及环保板块则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强势表现，随着股价的持续上

涨，带来的是这些板块的估值也达到了历史上偏高的位置。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13年的第二季度，市场在一如既往需要在季度初期验证真实需求的

复苏与去库存的进展之外，更需理清在一轮结构性估值修复之后的估值再平衡，

换言之，虽然反弹幅度有限，但是部分行业和个股的涨幅与创业板市场的阶段性

亢奋的风险有可能会面临释放。 

医药、大众食品等市场以“成长股”眼光看待的行业公司在一季度股价的持

续上涨表现，以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对未来持续成长空间和未来长期年化收益率的

压缩，当投资者为其估值支付的价格过高时，很可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

有理想的投资回报。这一点我们从过去品牌服饰、家纺、装饰装修等高成长股估

值的回归中曾经收获教训。 

当然，任何活得足够长的行业和公司都会面临诸如“转型”、“困境”、“景气”

之类的麻烦，这是事物发展客观的规律，观察很多“遇到麻烦”的公司的年报可

以看到，相对于业绩方面的表现，市场先生迅速给出了激烈的估值变化，这些估

值迅速降低到只有过去估值一半的长期成长的优质公司，更可能带来的是投资机

会，即使仍需观察，但折半的估值伴随的投资风险也已经下降了一大截。类似商

业、白酒等行业中的很多公司面临的都是这种境地。 

在此消彼长的“再平衡”中寻找优质公司低估的机会。在管理层开始引导长

期投资，关注上市公司分红的阶段，长期优质的公司是更加显眼而非更加平庸。

我们在接下来会注意控制市场调整中市值波动的风险，力争更多实现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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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

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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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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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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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控制报告 

本集合计划自2012年6月21日成立，开始投资管理运作，截至2013年3月31

日，管理人针对本集合计划的运作特点，通过每日的风险监控工作以及风险预警

机制，及时发现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并提醒投资主办人采取相应的

风险规避措施，确保集合计划合法合规、正常运行。同时，本集合计划通过完善

的风险指标体系和定期进行的风险状况分析，及时评估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面临

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确保集合计划运作风险水平与其投资目标

相一致。 

在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与说明

书以及管理人相关制度进行投资运作，没有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状况，也未发生

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内幕交易和违规交叉交易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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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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季度托管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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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核心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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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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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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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第一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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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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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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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2013-3-31）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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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2,322.15 短期借款  

清算备付金 509,713.51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保证金 85,903.04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429,918.83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其中：  应付证券清算款  

股票投资 22,244,460.00 应付赎回款  

债券投资 2,015,521.70 应付管理人报酬 57,677.84 

资产支持证券  应付托管费 9,612.95 

基金投资 169,937.13 应付销售服务费 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262,526.5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25,322,681.30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22,374.62 应付利润  

应收股利  其他负债 39,931.10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369,748.44 

    持有人权益：  

   实收集合计划资金 57,807,509.74 

  未分配利润 -2,214,344.73 

   持有人权益合计 55,593,165.01 

资产合计: 55,962,913.45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合计： 55,962,913.45 

 

（二）集合计划经营利润表（2013-1-1至2013-3-31）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集合计划收入 514,985.96 

1、利息收入 144,370.59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56,654.94 

债券利息收入 17,533.80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70,181.85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88,473.5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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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收益 326,756.94 

债券投资收益 143,697.42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18,019.17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17,858.16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0.00 

二、费用 701,449.99 

1、管理人报酬 225,118.34 

2、托管费 37,519.69 

3、销售服务费 0.00 

4、交易费用 429,832.13 

5、利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8,979.83 

三、集合计划经营业绩 -186,4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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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22,244,460.00 39.75% 

债  券 2,015,521.70 3.60% 

基  金 169,937.13 0.30%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6,102,035.66 10.9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0.00% 

其他资产 25,430,958.96 45.44% 

合  计 55,962,913.45 100.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证券清算款和存出保证金三项。 

2．其他资产： 

项目名称 金额（元） 占总资产比例（%） 

应收利息 22,374.62 0.04% 

应收证券清算款 25,322,681.30 45.25% 

存出保证金 85,903.04 0.15% 

合 计 25,430,958.96 4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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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300039 上海凯宝 98,000.00 3,110,520.00 5.60% 

2 600900 长江电力 330,000.00 2,451,900.00 4.41% 

3 002022 科华生物 145,000.00 2,144,550.00 3.86% 

4 600161 天坛生物 120,000.00 1,872,000.00 3.37% 

5 600557 康缘药业 65,000.00 1,871,350.00 3.37% 

6 000895 双汇发展 20,000.00 1,616,000.00 2.91% 

7 600519 贵州茅台 9,500.00 1,604,170.00 2.89% 

8 600886 国投电力 185,000.00 1,176,600.00 2.12% 

9 601006 大秦铁路 120,000.00 894,000.00 1.61% 

10 600028 中国石化 120,000.00 886,800.00 1.60%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序号 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110007 博汇转债 12,500.00 1,276,500.00 2.30% 

2 113002 工行转债 3,000.00 323,790.00 0.58% 

3 110003 新钢转债 2,030.00 211,911.70 0.38% 

4 113001 中行转债 2,000.00 203,320.00 0.37%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4支债券。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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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161812 银华100 216,205.00 169,937.13 0.31%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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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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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茅台（600519）于2013年2月23日发布公告称，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2日收到贵州省物价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黔价处[2013]1号）。该决定书认为：贵州茅台酒销售有

限公司对全国经销商向第三人销售茅台酒的最低价格进行限定，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限贵

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二亿四千七百万

元人民币上交国库。  

 

七、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102,048,819.72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5,472,064.78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49,713,374.76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57,807,509.74 

 

八、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

理人、财产、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托管人涉及托管业务机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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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任何处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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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没有投资于管理人及与管理人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

券。 

4、本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于2013年1月7日发生变更。本集合计划投资主

办人原投资主办人为王明威先生、许文波先生共同担任。2013年 1月 7日起，

王明威先生不再担任东北证券6号投资主办人，由姜涛先生、许文波先生共同担

任东北证券6号投资主办人。2013年1月8日，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公司网站

上发布了《东北证券6号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主办人变更的公告》。

同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吉林证监局、上海证监局备案。 

 

九、备查文件目录及查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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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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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二 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