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4 年第四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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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细

则》）、《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QDII 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中国证监会对“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下称“集

合计划”或“本集合计划”）出具批准文件（文号：证监许可〔2010〕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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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对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报表、投资组合报

告等数据进行了复核。本报告未经审计。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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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起止时间：2014 年 10 月 1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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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名称：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非限定性集合计划 

管理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2011 年 2月 15 日 

成立规模: 192,251,429.77 份 

存续期：无固定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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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1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 -6,574,699.11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5,174,719.42  

3 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收益 -0.0738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总值 67,450,161.29 

5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65,730,271.69 

6 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0.938 

7 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8.04% 

8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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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1）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收益＝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后的净额÷集合计划份额 

（2）单位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净值÷集合计划份额 

（3）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期末单位净值/（分红除权前单位

净值-单位分红金额）*分红除权前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1]*100% 

（4）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单位集合计划资产累计净值－1）

*100％ 

（三）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 

单位：人民币元 

 

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净值表现 

  截止到 2014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0.938 元，本期

净值增长率为-8.04%，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0.971 元，集合计划累

计净值增长率为-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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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主办简介 

唐志，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工学硕士，曾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华泰联合证券研究所研究员、东吴基金投资部研究员、华

泰联合证券投资部投资经理。2010 年 4月进入华泰证券，拥有较丰富

的投资研究经验。 

（三）投资主办工作报告 

1、投资策略回顾 

     本季度是紫金龙大中华近年来单季度净值下跌最严重的一个季度，

作为投资主办，谨此向诸位持有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导致四季度业绩很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投资的必须消费行业个股下跌严重。我们重点投资的高端原奶

供应商现代牧业、原生态乳业在 2014 年四季度随着新西兰进口奶粉的价

格大跌以及国内原奶价格的小幅回落，导致不少投资者抛售，股价出现

非理性下跌。由于我们对相关上市公司有较为深入的调研和了解，坚持

认为市场的抛售是非理性的，因此未能在相关个股的下跌初期及时止

损，到后来股价下跌过度时，已经导致了较大的损失。 

    其次是投资的互联网电子商务新型产业个股表现欠佳。2014 年四季

度，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整体出现了较大的跌幅。我们重点投资的京

东、途牛等公司尽管收入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当期费用较高，在利润层

面的表现欠佳，因此在中国概念股整体出现调整时下跌幅度较大。 

    第三是我们前期投资的谷歌眼镜概念股—奇景光电由于谷歌在 4季

度没有如之前预期来增加对奇景光电旗下的奇景显示公司持股比例，奇

景光电股价出现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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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而言，尽管我们在投资之前对于相关负面因素已有考虑，但在

外部环境出现变化的情况下，我们的反映还是不够敏锐、不够及时，导

致相关个股下跌过程中未能及时止损，导致产品净值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跌。对此，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 

2、投资管理展望 

    从中国经济整体来看，必须从投资向消费转型，从传统商业模式向

新兴商业模式转型，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尽管转型的方向是明

确的，但进程时快时慢，过程中还有一些波折。2014 年四季度就是波折

最为明显的一个季度：投资类行业的二级市场表现远远好于消费类行

业；传统商业模式行业的二级市场表现远远好于新兴商业模式行业。在

这个季度，我们投资组合表现相当落后，但我们认为，这不是长期趋势。 

    我们将充分利用多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积极且审慎地评估在消

费、新兴商业模式、服务行业的投资机会，并对相关企业进行深入的调

研和密切的跟踪，从而筛选出合适的投资标的，为本产品的持有人创造

较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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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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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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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风险控

制措施。本次风险控制报告综合了集合计划管理人全面自查和合规与风

险管理部日常监控、重点检查的结果。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风险控制工作主要通过资产管理业务部门内

控和合规与风险管理部外部监控来进行。为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管

理，资产管理总部作为资产管理业务的一线中台部门，全面负责资产管

理业务的内部风险控制管理，内容包括集合计划的风险揭示及管理、绩

效评估、投资交易的授权执行、交易印章的使用、交易合同的报备等。

合规与风险管理部作为公司层面的中台部门，全面负责市场风险的揭示

及管理，采用授权管理、逐日监控、绩效评估以及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等

多种方法对集合计划的管理运作进行风险控制。定期对业务授权、投资

交易及合规性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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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关制度和集合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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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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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    末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        末 
  余     额   余        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32,872,876.00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34,545,661.6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8,274,962.05 应付证券清算款 1,488,291.57 
债券投资   应付赎回款 88,413.68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赎回费 444.29 

基金投资 26,270,699.56 应付管理人报酬 105,613.52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托管费 17,126.5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付交易费用   

应收利息 898.71 应付税费   
应收股利 30,724.97 应付利息   

应收申购款   应付利润   
其他资产   其他负债 20,000.00 

    负债合计 1,719,889.60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70,101,292.19 
    未分配利润 -4,371,020.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730,271.69 
        
资产合计: 67,450,161.29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67,450,161.29 

 

2、集合计划经营业绩表(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6,087,333.17 -7,072,346.27 
1、利息收入 12,136.75 94,632.1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2,136.75 94,632.17 
债券利息收入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2、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4,270,517.44 20,419.6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4,434,227.25 -967,5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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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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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709.81 987,946.23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399,979.69 -7,749,749.49 
4、汇兑损益（损失以"-"填列） -428,972.79 562,351.43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487,365.94 2,102,848.27 
1、管理人报酬 327,388.97 1,532,816.66 
2、托管费 53,090.11 248,564.95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101,843.34 274,346.91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5,043.52 47,119.75 
三、 利润总额 -6,574,699.11 -9,175,194.54 

 

（二）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       

1、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备付金、 

保证金及清算款 

32,872,876.00 48.74% 

股票 8,274,962.05 12.27% 

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 26,270,699.56 38.95% 

其他资产 31,623.68 0.05% 

合计 67,450,161.29 100.00% 

 

2、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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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票名称 期末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的

比例 

1 BAIDU INC – SPON ADR 3,766,360.76 5.73% 

2 TARENA INTERNATIONAL INC - ADR 2,105,547.90 3.20% 

3 CHINA DISTANCE EDUCATION – ADR 1,444,181.90 2.20% 

4 LANSEN PHARMACEUTICAL HOLDING 958,871.49 1.46% 

 

3、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本报告期债券投资期末余额为零。 

 

4、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期末市值（元） 占资产净值的比例 

1 工银 14 天理财债券 B 8,231,816.46 12.52% 

2 工银 7天理财债券 B 6,515,540.31 9.91% 

3 广发货币 B 6,508,932.16 9.90% 

4 广发 7天理财 B 5,014,410.63 7.63% 

 

（三）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额 

73,569,622.74 9,591.04 3,477,921.59 70,101,292.19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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