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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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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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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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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15,910.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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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元） -1,300,138.10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293,27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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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44,288,893.0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0.934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0.934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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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本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0.934元，累计单位净值0. 934元，报告期内单位净值增长率-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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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市场经历了前两个月的震荡反弹，但伴随六月“钱荒”的

打击，出现了断崖式的猛烈下跌，最终上证指数、沪深300等主要指数都出现了

10%以上的下跌幅度，但同时，创业板指数却表现得异常强势。市场的这种走势，

仍然反映出了预期的落空与现实的打击。市场对于复苏与改革的预期，随着尚未

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与宏观经济数据的逐渐走弱而落空，现实中，周期性行业大

多基本面继续疲弱，而资金面在六月又遭遇了几年来最紧张的考验，最终验证了

我们上个季度对于估值修复行情告一段落，市场进入调整市道的整体判断。 

随着市场以大市值蓝筹品种不断创出新低，而以中小市值成长概念标榜的创

业板个股奋力不断创出新高，市场的结构性机会和风险正在逆转。我们在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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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中又看到了市盈率70、80、90甚至100倍仍然被强烈追捧的热门股，另一

边却是10、9、8甚至7倍，5倍的不断被抛弃的蓝筹股，市场短期极端一边倒的行

为比2012年年中时表现得更甚。当然，买入和抛弃都是要有理由的，而理由对今

天资本市场这些聪明而新鲜的头脑来说是这世界上最容易找到的东西，或许，这

就是人性永远不变的“趋利避害”。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13年的第三季度，市场在强势复苏的乐观预期落空之后，进而转向担

忧经济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硬着陆冲击的悲观预期，可惜对于现实来说，总是比最

好的希望坏一些，也会比最坏的担忧好一些，况且，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硬着陆与

崩溃论时常不绝于耳，但一次都没有被验证过。 

无论市场表现得多么极端，但价格和价值仍然是我们继续投资下去的最重要

准则。我们曾经在年度管理人报告中，阐明我们对于2013年的主要资产将配置在

“硬资产+成长+复苏”的基础上，现在看来，既然复苏无法把握，那么，我们的

着眼点就会更加集中在以低价买入长期存在并能提供合理回报的“硬资产”公司，

以及具备长期核心竞争优势的优质成长性公司。 

谈到无法把握的复苏，在这个不确定的市场中我们不能把握的变化多种多

样，新的管理层的意图无法把握，即使我们有无数喜欢揣测上意的专家、学者与

分析师；新的经济转型的方向与效果无法把握，那些处于新经济风口浪尖、闪耀

着诱人光环的新公司群，大多是来了又去的流星；更难把握的还有投资者的情绪，

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听厌了老故事，又有越来越多的更聪明人的编织出新故事——

所有的泡沫批上“新”与“变”的外衣不断的产生和破灭，而我们开始慢慢认识

到长期投资的本质是立足于那些“不变”的东西。 

我们的组合刚刚经历了六月底暴跌的考验，接下来我们仍将立足于长期分

红、长期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以及足够低估或者合理的价格来选择公司，长期分红

带来的是熊市中的缓冲器以及企业分享价值的理念，长期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代表

了竞争中的护城河，足够低估或者合理的价格保证了合理的隐含收益率。 

我们在接下来会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之下，对越来越有吸引力的优质公司股票

增加配置，力争找到长期可以穿越周期的优质资产，给投资者带来稳定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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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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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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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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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托管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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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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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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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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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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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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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201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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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9,552.67 短期借款  

清算备付金 695,232.48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保证金 77,144.58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922,963.9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其中：  应付证券清算款 86,009.92 

股票投资 17,902,871.51 应付赎回款  

债券投资 3,868,965.10 应付管理人报酬 45,338.54 

资产支持证券  应付托管费 7,556.44 

基金投资 151,127.30 应付销售服务费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28,593.8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000,120.00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5,050,734.74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60,560.42 应付利润  

应收股利  其他负债 9,916.99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177,415.77 

    持有人权益：  

   实收集合计划资金 47,415,910.88 

  未分配利润 -3,127,017.85 

   持有人权益合计 44,288,893.03 

资产合计: 44,466,308.80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合计： 
44,466,308.80 

 

（二）集合计划经营利润表（2013-4-1至2013-6-30）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集合计划收入 -1,075,934.80 

1、利息收入 163,430.06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45,258.60 

债券利息收入 10,154.51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08,016.95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354,051.2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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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收益 107,384.48 

债券投资收益 -5,315.3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权证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251,982.09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593,416.07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224,203.30 

1、管理人报酬 149,347.69 

2、托管费 24,891.29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41,914.22 

5、利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8,050.10 

三、集合计划经营业绩 -1,300,1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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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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2,871.51 40.26% 

债  券 3,868,965.10 8.70% 

基  金 151,127.30 0.34%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5,354,785.15 12.0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000,120.00 26.99% 

其他资产 5,188,439.74 11.67% 

合  计 44,466,308.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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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60.42 0.14% 

应收证券清算款 5,050,734.74 11.36% 

存出保证金 77,144.58 0.17% 

合 计 5,188,439.74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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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900 长江电力 380,000.00 2,629,600.00 5.94% 

2 300039 上海凯宝 196,000.00 2,479,400.00 5.60% 

3 000602 金马集团 170,000.00 2,261,000.00 5.11% 

4 600519 贵州茅台 10,900.00 2,096,833.00 4.73% 

5 000895 双汇发展 51,000.00 1,960,440.00 4.43% 

6 600886 国投电力 435,000.00 1,470,300.00 3.32% 

7 000423 东阿阿胶 27,000.00 1,044,360.00 2.36% 

8 601006 大秦铁路 170,000.00 1,009,800.00 2.28% 

9 002022 科华生物 37,000.00 547,970.00 1.24% 

10 601877 正泰电器 22,000.00 436,480.0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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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0.00 1,633,840.00 3.69% 

2 110003 新钢转债 13,530.00 1,402,655.10 3.17% 

3 110019 恒丰转债 5,000.00 532,200.00 1.20% 

4 113001 中行转债 3,000.00 300,270.0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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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216,205.00 151,127.3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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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贵州茅台（600519）受到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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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7,509.74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0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0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10,391,598.86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47,415,9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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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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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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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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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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