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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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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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2013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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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21,42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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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835.50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145,3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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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38,656,331.47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元） 0.963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累计资产净值（元） 0.963 

本期集合计划单位净值增长率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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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本集合计划

单位净值0.963元，累计单位净值0. 963元，报告期内单位净值增长率3.10%。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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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市场各个风格指数都出现了持续的震荡反弹，虽然 9月

底整体流动性又出现一定紧张，但反弹格局仍然非常清晰。最终上证指数、沪深

300，上证50等指数反弹大幅度弱于中小板、创业板指数，中小板指数奋力创出

年内新高，而创业板指数则创出了历史新高。市场的这种整体反弹，一方面显示

了二季度末的大幅下跌来自短期的资金面冲击，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较好的复苏经

济数据与改革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带来的想象空间。对于我们在二季度末展望时强

调的市场大市值公司估值和中小市值公司的估值过于分裂现状，市场给出的答案

是短期反而愈演愈烈。  

但在这种中小板、创业板看似将无休止的上涨背后，以改革为主导的概念炒

作也开始燃及市场里的一些中低估值或者较为冷门的个股板块，自贸区概念、互

联网金融概念，O2O概念，这些新鲜的概念活跃了市场，但同时也拉动了一批估

值过低的传统公司的估值修复。概念大行其道的世道下，市场前期热捧的医药、

TMT这些所谓成长型行业开始出现了分化。就像我们在二季度所说的，更聪明的

人编织出了更新鲜的故事，聪明而新鲜的头脑们愈加发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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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场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2013年的第四季度，经济内生性复苏的动力和表现可能不会非常强劲，

同时改革政策的推出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宏观面和政策面继续超预期的概率

不大。但复苏与改革都已经逐级展开，管理层传递出的强烈信心对市场稳定有所

助益。我们在二季度的时候讲比最好的希望坏一些，比最坏的担忧好一些，对于

复苏和改革也仍然如此，很多结都还没有解开，很多问题只是缓解，这些都要交

由时间去改善和纠正，而不是盲目乐观或否定。 

对于我们而言，市场当下对于一些公司的一个月的经营情况、政策的友好程

度、媒体的报道取向以及短期资金是否追捧或者打压，都不及我们认为更重要的

长期生意模式、历史经营绩效、财务健康程度以及是否具备长期稳健经营的基础

和足够善意或是卓越的管理团队来得可靠。相比较起那些不断变化的因素和外在

表现，不变的内在核心竞争优势更值得我们以此作为投资的依据。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业绩看似短期没有爆发性高增长、长期看似业绩增速较低

而市值又“很大”的“硬资产”公司是我们当下非常倾向于选择的资产，这些公

司身上集中了这个市场的“大公司空间小”、“没有高增长就不会涨，没有回报”

的两种看似正确的主要偏见，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个阶段倾向于短期困境的长期

优质成长股，和“硬资产”公司一样，短期的偏见大都纠结于看起来“高增长已

经难以持续”和“这一次他们不行了”等论断，而不深究过去的成长的核心驱动

力是否仍然长期未变。股价不涨和股价跌了是市场很多投资者和投机者们竭力回

避谁都吃不下的“眼前亏”，但是这个市场长期少数人赚钱的原因就在于太多人

没有把长期收益和股价短期表现的反向关系想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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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硬资产”还是被“双杀”了的长期成长股，这个阶段的长期回报水

平都很诱人，也更安全而利于我们组合的稳定表现。我们相信当下的选择更多的

时间会站在我们一边。 

（四）风险控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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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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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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托管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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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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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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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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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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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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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20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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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0,527.60 短期借款  

清算备付金 394,445.3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保证金 19,939.87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977,279.2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其中：  应付证券清算款 412,487.48 

股票投资 20,678,794.96 应付赎回款 0.00 

债券投资 3,132,006.40 应付管理人报酬 38,063.06 

资产支持证券  应付托管费 6,343.84 

基金投资 166,477.85 应付销售服务费 0.00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交易费用 19,530.2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600,126.00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875,096.32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8,299.50 应付利润 0.00 

应收股利 12,000.00 其他负债 14,957.67 

应收申购款    

其他资产  负债合计: 491,382.33 

    持有人权益：   

   实收集合计划资金 40,121,421.33 

  未分配利润 -1,465,089.86 

   持有人权益合计 38,656,331.47 

资产合计: 39,147,713.80 
负债及持有人权益

合计： 
39,147,713.80 

 

（二）集合计划经营利润表（2013-7-1至2013-9-30）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一、集合计划收入 1,496,592.81 

1、利息收入 92,366.88 

其中：  

存款利息收入 27,870.14 

债券利息收入 14,787.78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49,708.96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55,911.13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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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收益 -216,880.07 

债券投资收益 -1,1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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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96.60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460,137.06 

4、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181,757.31 

1、管理人报酬 123,974.81 

2、托管费 20,662.45 

3、销售服务费 0.00 

4、交易费用 29,553.70 

5、利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7,566.35 

三、集合计划经营业绩 1,314,8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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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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8,794.96 52.82% 

债  券 3,132,006.40 8.00% 

基  金 166,477.85 0.43%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1654972.9 4.2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2,600,126.00 32.19% 

其他资产 915335.69 2.34% 

合  计 39,147,713.80 100.00% 

注：1.其他资产：包括应收利息、应收股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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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50 0.02% 

应收股利 12,000.00 0.03% 

应收证券清算款 875,096.32 2.24% 

存出保证金 19,939.87 0.05% 

合 计 915,335.69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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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895 双汇发展 49,000 2,276,050.00 5.89% 

2 601006 大秦铁路 310,000 2,256,800.00 5.84% 

3 600900 长江电力 320,000 2,128,000.00 5.50% 

4 600519 贵州茅台 13,000 1,767,220.00 4.57% 

5 600886 国投电力 470,000 1,734,300.00 4.49% 

6 300039 上海凯宝 88,000 1,355,200.00 3.51% 

7 000423 东阿阿胶 22,000 889,020.00 2.30% 

8 600600 青岛啤酒 19,000 814,150.00 2.11% 

9 600438 通威股份 110,027 712,974.96 1.84% 

10 600583 海油工程 95,000 703,000.0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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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 1,605,335.00 4.15% 

2 110019 恒丰转债 7,120 760,914.40 1.97% 

3 113001 中行转债 5,500 549,670.00 1.42% 

4 113003 重工转债 1,700 216,087.00 0.56% 

注：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持有4支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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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序号 代码 基金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

例 

1 161812 银华100 216,205.00 166,477.85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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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15,910.88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7294489.55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40,121,4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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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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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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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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发生变更。原投资主办人姜

涛先生不再担任东北证券6号投资主办人，由许文波先生独立担任本集合计划投

资主办人。2013年 8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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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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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