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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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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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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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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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 日－2014 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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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合计划简介 

（一）基本资料 

名称：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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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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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理人 

1、基本情况 

名称：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88号2幢3层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 

成立时间：2014年10月16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2、发展状况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3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在上海，是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5 
 

资子公司。 

公司前身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总部，自 1999 年开始

从事客户资产管理业务。2003年 5月，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华泰证券获

得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颁

布后，华泰证券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资格自动变更为客户资产管理业务

资格。 

公司母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1 年 5月 26 日成立，是中

国证监会首批批准的综合类券商，是全国最早获得创新试点资格的券商

之一，于 2010年 2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交易，股票

代码 601688。在 2010-2014 年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评级中，连续被评为 A

类 AA 级。截至 2014年 12 月 31日，公司注册资本 56亿元，总资产 2722

亿元，净资产 412.99 亿元。 

（三）托管人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电话：95566 

（四）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场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东 2 办公楼 8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国蓓 

联系电话：+86 (10) 8508 5000 

传真：+86 (10) 8518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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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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日－2014年 12 月 31 日 

1 
本期集合计划本期净收益 

-9,175,194.54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1,425,445.05  

 

3 
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收益 -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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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 

8 
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2.90% 

 

（二）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1、本期单位集合净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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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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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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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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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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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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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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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对于紫金龙大中华的投资而言是颇为挫折的一年，年度收益

率为负。这种较差的业绩部分是市场原因，但主要是我们投资判断和决

策失误造成的。为此，我们向诸位持有者表示深深的歉意。 

回顾 2014 年，尽管我们坚持较为稳健的风格，聚焦医疗、教育、

消费、互联网，但实际投资效果不佳，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对传统行业在新的商业环境下面临的冲击缺乏充分的预期。

就我们之前重仓的教育行业龙头-“新东方”和医疗行业龙头-“迈瑞”

而言，2014 年的表现持续低于大家预期。“新东方”主要受到了网络教

育的冲击，而“迈瑞”则受到了中国地方医院设备招标放缓和推迟的负

面影响。尽管在当初投资这些个股时我们也考虑了这些风险，但这些负

面因素的影响程度却大大超出我们之前的预期。 

其次，对于新兴互联网行业的投资风险缺乏充分的估计。在意识到

传统行业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我们积极参与新兴互联网行业的研究

和投资，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例如，我们投资的“京东”和“途牛”

其二级市场表现就不尽人意。新兴互联网行业尽管收入成长很快，但竞

争激烈，企业的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持续亏损。因此，在市

场热度降低时，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就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对于这些

风险，我们缺乏充分的认识和估计，从而导致了投资损失。 

第三，对于“黑天鹅”事件缺乏及时反应。导致 2014 年业绩欠佳

的另一原因是重仓的“现代牧业”和“原生态牧业”股价的大幅度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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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现代牧业”和“原生态牧业”是盈利能力强的大规模奶牛牧场，

但新西兰的奶制品招标价格的不断暴跌不断冲击着投资者的情绪，最终

也导致了中国国内牛奶价格的下跌。对于这种“黑天鹅”事件，我们的

应对不够及时，起初总认为国内的奶价还比较坚挺，上市公司的盈利良

好，而且中期业绩都会大幅度增长。这种错误的判断导致迟迟未能卖出

相关股票，从而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损失。 

2、投资管理展望 

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聚焦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将在未来几年聚

焦于消费、医疗、环保和信息服务行业。这是因为这些行业较好的成长

前景和较强的抗周期性。 

传统的消费行业目前面临中电子商务的猛烈冲击。传统的品牌消费

品已经很难取得较好的收入和利润增长。这部分是由于部分纯电商产品

对于线下产品的冲击；部分是由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去品牌”化冲击。

因此，我们需要深入评估电商模式对相关消费品的冲击，并投资一些主

动拥抱和转型电子商务模式的优质企业。 

2014 年医疗行业整体表现良好，近期随着医药招标降价压力而出现

一定程度的回调。整体而言，行业估值有一定的吸引力。随着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的陆续披露，市场的担忧有望减轻，行业估值水平有望回升。 

我们将在 2015 年开始重点投资环保行业。环保行业的空间和潜力

巨大，而我们的重点将集中于上市公司的项目获取能力、项目利润、现

金流等因素。 

2014 年信息服务行业整体较为低迷，目前行业估值较有吸引力。我

们将深入分析和跟踪互联网商业模式带来的变更，把握低估值龙头企业

的确定性成长和转型企业的爆发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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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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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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管理人成立了受托资产管理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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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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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托管人报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托管人”）在对

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称“本计划”）的托管过程

中，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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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管协议的规定，认真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不存在损害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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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托管协议的规定，对本

计划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进行了必要的监督。 

年度资产管理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及财务会计报表中的财

务数据核对无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业务部 

2015 年 3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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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  计  报  告 

毕马威华振审字第1500392号 

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全体持有人：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第1页至第23页的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该集合计划”)的财务报表，包括2014年12月31日的

资产负债表、2014年度的利润表、所有者权益(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集合计划管理人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集合计划管理人负责按照财务报表附注2(以下简称“附注2”)所述

的编制基础编制财务报表，并负责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

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

计证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

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

计师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

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集合计划

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

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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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该集合计划的上述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附注2

所述的编制基础编制。 

四、强调事项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5所述，截至本报告

日止，涉及该集合计划业务的有关税收法规尚未明确，本年度财务报表

中就此所作出的估计可能会根据日后出台的相关税务法规而作出调整。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五、对分发和使用的限制 

本报告仅供该集合计划按照有关法规要求提交给该集合计划持有

人、该集合计划托管人、该集合计划管理人以及相关监管机构使用。除

此之外，本报告不应被任何其他人士所依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对

任何其他人士使用本报告产生的一切后果概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上述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李莹  

中国 北京                                   张楠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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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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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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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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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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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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2,346.27 -7,072,346.27 

1、利息收入 94,632.17 94,632.1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94,63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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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19.62 20,419.6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967,526.61 -967,5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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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946.23 987,946.23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

列） 
-7,749,749.49 -7,749,749.49 

4、汇兑损益（损失以"-"填列） 562,351.43 562,351.43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二、费用 2,102,848.27 2,102,848.27 

1、管理人报酬 1,532,816.66 1,532,8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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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管费 248,564.95 248,564.95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274,346.91 274,346.91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47,119.75 47,119.75 

三、 利润总额 -9,175,194.54 -9,175,194.54 

 

3、集合计划净值变动表(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累计亏损) 

年初所有者权益(集

合计划净值) 
81,683,643.29 7,682,967.72 89,366,611.01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集合计划 
      

净值变动数(本年净

亏损) 
- -9,175,194.54 -9,175,194.54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

易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1,582,351.10 -216,026.11 -11,798,377.21 

其中： 集合计划参与

款 
24,201,365.78 558,432.87 24,759,798.65 

集合计划退出款 -35,783,716.88 -774,458.98 -36,558,175.86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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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利润产生的集合

计划 
- -2,662,767.57 -2,662,767.57 

净值变动  28       

年末所有者权益(集

合计划净值) 
70,101,292.19 -4,371,020.50 65,730,271.69 

（二）会计报表附注 

1 基本情况 

 

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是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03

年 12月 18日发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2004

年 10月 21日发布的《关于证券公司开展集合资产管理业务有关问

题的通知》以及管理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华泰紫金龙-大中华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集合计划的管理

人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后变更为华

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资管”），托管

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本集合计划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推广机构，推广期自 2011

年 1月 4 日起，不超过 60个工作日。本集合计划于 2011年 2月 15

日成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192,251,429.77 份（含管

理人用自有资金认购的金额），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该资金

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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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主要投资于香港与台湾等海外证券市场

上具有良好流动性、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

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本集合计划可以从事证券借贷业务和用

于规避汇率风险的外汇衍生品交易。 

 

2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根据以下附注 3 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

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同时按照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2年 10月 19

日颁布的《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估值方法指引》的规定编制，

亦参照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于 2012年 11月 16日颁布的《证

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规定。 

 

 (1) 会计年度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及列报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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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货币

为人民币。本集合计划选定记账本位币的依据是主要业务收支

的计价和结算币种。 

 

3 主要会计政策和主要会计估计 

 

 (1) 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

本集合计划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

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

其回报金额。在判断本集合计划是否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时，本集合计划仅考虑与被投资方相关的实质性权利 (包括本

集合计划自身所享有的及其他方所享有的实质性权利)。 

 

 (2) 金融工具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工具包括货币资金、股票投资、债券投资、

基金投资、应收款项、应付款项及实收基金等。 

 

  (a)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本集合计划成为相关金融工具合

同条款的一方时，于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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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按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的目的，

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分为不同类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收款项、

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其他金融负债。本

集合计划未持有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本集合计划目前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基金投资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

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示。 

 

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均以公允价值计量。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

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

金额。初始确认后，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如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本集合计划持有为了近期内出售或回购的金融资产和

金融负债及衍生工具属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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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确认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

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

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初始确认后，应收款项以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其他金融负债 

 

其他金融负债是指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 

 

初始确认后，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b)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的列报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没有相互

抵销。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

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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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法定权利，且该种法

定权利是当前可执行的； 

—本集合计划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

清偿该金融负债。 

 

(c)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或将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时，本集合计划终止确

认该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本集合计划将下

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本集合计划

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3) 公允价值的计量 

 

除特别声明外，本集合计划按下述原则计量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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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

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本集合计划估计公允价值时，考虑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相关

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时考虑的特征(包括资产状况及所在位

置、对资产出售或者使用的限制等)，并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

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技术。 

 

 (4) 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集合计划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

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由于集合计划份额拆分引起的实

收基金份额变动于集合计划份额拆分日根据拆分前的集合计

划份额数及确定的拆分比例计算认列。由于参与和退出引起的

实收基金份额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及集合计划退

出确认日认列。 

 

 (5)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损益平准金和未实现损益平准金。已实

现损益平准金指在参与或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时，参与或退出款

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收益或未弥补的已实现亏

损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损益平准金指在参

与或退出集合计划份额时，参与或退出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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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利得(或损失)占集合计划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损益平准

金于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确认日或集合计划份额退出确认日进

行确认和计量，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 

 

 (6) 收入确认 

 

收入是本集合计划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

加且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收入在其金

额及相关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集

合计划、并且同时满足以下不同类型收入的其他确认条件时，

予以确认。 

 

股票投资收益、债券投资收益和衍生工具收益按相关金融资产

于处置日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确认。 

 

股利收益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在

适用情况下应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

认。 

 

信托计划分红收益按信托公司宣告的分红比例计算的金额确

认。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投资的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

并扣除适用情况下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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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贴息债视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

附息债，根据其发行价、到期价和发行期限按直线法推算内含

票面利率后，逐日计提利息收入。如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出现

重大差异，按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是按借出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到期应收或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初始

确认金额的差额，在回购期内按实际利率法逐日确认，直线法

与实际利率法确定的收入差异较小的可采用直线法。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失)核算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

值模式计量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 

 

(7)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集合计划管理费按集合计划合同规定的计提方法和标准计提，

并作为集合计划费用计入当年损益。 

 

集合计划托管费按集合计划合同规定的计提方法和标准逐日

计提，并作为集合计划费用计入当年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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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投资交易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于交易日确认并作为

集合计划费用计入当年损益。 

 

(8)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原则 

 

a)集合计划中的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b) 集合计划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不进行收益分配； 

 

c) 集合计划当期收益应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才可进行当期收

益分配； 

 

d)在符合本集合计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集合计划可以在会计

年度内对弥补前期亏损以后的已实现收益分红，剩余收益保留

于本集合计划；但若集合计划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不进行红利

分配； 

 

e)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后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f) 在符合上述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已实现收益每年至少分配

一次，分配比例不低于该年度已实现收益的 60%，年度分配在

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完成； 

 

g)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委托人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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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 

 

j)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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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联方 

 

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

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的，构成关联方。关联

方可为个人或企业。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

系的企业，不构成本集合计划的关联方。本集合计划的关联方

包括但不限于： 

 

(a)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 

(b) 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 

(c)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的股东； 

(d)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股东控制的公司及结构化主体； 

(e) 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10)分部报告 

 

本集合计划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

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分部。经营分部，

是指本集合计划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 

 

—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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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向其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 

—本集合计划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息。 

 

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

条件的，则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本集合计划目前以一个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进行分部报告的

披露。 

 

(11)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集合计划的估值原则并参照中国证监会允许的证券投

资基金行业估值实务操作，本集合计划确定以下类别股票投资

和债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时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对于特殊事项停牌股票，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38号《关

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本集合计

划参考《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对重大影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特殊事项停牌股

票进行估值。 

 

对于在锁定期内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参照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计

字[2007]21 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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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证券投资基

金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的通知》”)，

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场交易收盘价低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初始投资成本，按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

股票的市场交易收盘价估值；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

的市场交易收盘价高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投资成本，按锁

定期内已经过交易所交易天数占锁定期内总交易所交易天数

的比例将两者之间差价的一部分确认为估值增值。 

 

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的通知》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公允价值。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债券按现

金流量折现法估值，具体估值模型、参数及结果由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提供。 

 

4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1) 会计政策变更及影响 

 

本集合计划于 2014年 7月 1日起执行下述财政部新颁布/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 

 

(i)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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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 

(iii) 《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iv) 《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v)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vi)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 

(vii)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同时，本集合计划于 2014年 3月 17 日开始执行财政部颁布的

《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

[2014]13 号文)以及在 2014 年度财务报告中开始执行财政部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后的主要会计政策已在附注 3 中列示。 

 

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对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无重大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估计变更。 

 

(3) 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在本年度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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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税项 

 

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事项，依照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的相关规定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a)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并未出台针

对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纳税问题的具体规定。因此，截至 2014

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划没有计提有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如果涉及本集合计划业务的有关税收法规颁布，本集合

计划所涉及的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可能会根据日后出台的相

关税务法规而作出调整。 

 

 (b) 印花税 

 

本集合计划于 2014 年度进行的证券交易所适用的印花税税率

为 0.10%，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证券（股

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为单边征收，即仅对出让方按 0.10%

的税率征收印花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c)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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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 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其他相关税务

法规的规定，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股票或债券的，上市公司及

债券兑付机构派发或支付给个人投资者的股息红利及债券利

息收入应由上市公司及债券兑付机构对相应个人所得税进行

代扣代缴。本集合计划收取的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尚未由上市

公司及债券兑付机构于派发或支付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截

至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由于没有专门针对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作为上述股息红利及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

缴义务人的明确税务规定，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集合计划

对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计提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本集合

计划在实际取得债券利息收入时按收到的利息金额确认收入，

不计提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如果上述税务事项的最终认定结

果与估计存在差异，该差异将对作出上述最终认定期间的应代

扣代缴所得税和所有者权益金额产生影响。 

 

6 银行存款 

 

 2014 年  2013 年 

    

活期存款 32,872,876.00  48,510,998.13 

定期存款 -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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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2,872,876.00  68,510,998.13 

 

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14 年 

 成本  公允价值  估值增值 

      

股票投资 8,233,935.96  8,274,962.05  41,026.09 

      

基金投资 26,270,699.56  26,270,699.56  - 

      

合计 34,504,635.52  34,545,661.61  41,026.09 

 

 2013 年 

 成本  公允价值  估值增值 

      

股票投资 26,811,726.22  34,602,501.80  7,790,775.58 

      

合计 26,811,726.22  34,602,501.80  7,790,775.58 

 

8 应收利息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898.71  3,555.39 

应收定期存款利息 -  229,991.30 



35 
 

    

合计 898.71  233,546.69 

 

9 其他负债 

 

 2014 年  2013 年 

    

预提费用 20,000.00  15,000.00 

应付赎回费 444.29  20,921.83 

    

合计 20,444.29  35,921.83 

10 实收基金 

 

 2014 年 

 集合计划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81,683,643.29  81,683,643.29 

本年参与 24,201,365.78  24,201,365.78 

本年退出 (35,783,716.88)  (35,783,716.88) 

    

年末余额 70,101,292.19  70,101,292.19 

 

11 累计亏损 

 

 2014 年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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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余额 2,703,616.47  4,979,351.25  7,682,967.72 

本年利润 (1,425,445.05)  (7,749,749.49)  (9,175,194.54)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683,869.41)  

 

467,843.30  

 

(216,026.11) 

  其中： 集合计划参与款 314,025.10  244,407.77  558,432.87 

     集合计划退出款 (997,894.51)  223,435.53  (774,458.98) 

本年已分配利润 (2,662,767.57)  -  (2,662,767.57) 

      

年末余额 (2,068,465.56)  (2,302,554.94)  (4,371,020.50) 

 

12 存款利息收入 

 

 2014 年  2013 年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81,103.47  109,276.24 

定期存款利息收入 13,528.70  1,793,940.12 

    

合计 94,632.17  1,903,2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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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2014 年  2013 年 

    

港交所股票差价(损失)/收入 (375,537.65)  12,343,761.82 

美国交易所股票差价(损失)/收入 (591,988.96)  1,236,920.41 

    

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967,526.61)  13,580,682.23 

 

14 股利收益 

 

 2014 年  2013 年 

    

货币基金股利收入 667,086.73  - 

纽交所股利收入 212,708.54  152,826.38 

港交所股利收入 58,411.43  802,371.41 

台湾交所股利收入 49,739.53  - 

    

股利收益 987,946.23  955,197.79 

 

15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收益 

 

 2014 年  2013 年 

    

交易性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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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资 (7,749,749.49)  4,307,179.77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收益 (7,749,749.49)  4,307,179.77 

 

16 交易费用 

 

 2014 年  2013 年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274,346.91  215,453.62 

 

17 其他费用 

 

 2014 年  2013 年 

    

税务代理人服务费 21,678.88  21,621.14 

审计费用 15,000.00  20,000.00 

银行费用 9,298.13  10,307.92 

其他 1,142.74  - 

    

合计 47,119.75  51,929.06 

 

18 利润分配情况 

 

本集合计划于 2014年度的利润分配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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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集

合

计 

分

配

方

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或再投资分红方式。 

 

19 关联方及其交易 

 

(a)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

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

变化的情况。 

 

(b) 本集合计划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关系 

  

华泰证券 管理人及推广机构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每 10份集合   

计划份额分红

数 

 现金 

形式发放总

额 

  再投资

形式发放

总额 

 

本年利润 

分配合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

元 

 

人民币元 

         

2014 年 1月

24 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 0.33 

 2,662,767.

57 

 

- 

 2,662,767.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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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 托管人 

 

(c) 关联方交易 

 

 i)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

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在本年度与上年度均未持有过本集

合计划。 

 

 ii) 报告期末除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

合计划的情况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及 2013年 12月 31日，本集合计

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未持有本集合计划。 

 

iii)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2014 年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余额 

占当年该类别

成交总额比例 

     

华泰证券 股票交易 47,447,176.44 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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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余额 

占当年该类别

成交总额比例 

     

华泰证券 股票交易 45,416,452.35 37.10% 

 

iv)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2014 年 

关联方名称 当年佣金 

占当年佣金 

总额的比例 

年末应付 

佣金余额 

占年末应付佣 

金总额的比例 

     

华泰证券 45,195.94 94.64% - 0.00% 

 

本集合计划在 2013年度没有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v)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2014 年  2013 年 

    

当年应支付的管理人报酬 1,532,816.66  1,959,242.48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管理费。本集合计划

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1.85%年费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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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集合计划托管费 

 

 2014 年  2013 年 

    

当年应支付的托管费 248,564.95  317,714.84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

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3%年费率计算。 

 

vii)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 交易 

 

本集合计划在 2014 年度与上年度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

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viii)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年产生的利息收入 

 

2014 年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年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 32,872,876.00 81,103.47 

 

2013 年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年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中国银行 48,510,998.13 109,2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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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银行保

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ix)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 2014 年度与上年度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认

购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20 年末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a)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年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于 2014年 12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

券而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b) 年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

限股票。 

 

21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自 2015年 1月起华泰证券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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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此项变更仅涉及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法人主体形式上的变更，

并不涉及与投资者相关的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实质性变

更。 

 

22 或有事项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无需作披露的重大或有事

项。 

23 承诺事项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本集合计划无需作披露的重大承诺事

项。 

七、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一）资产组合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 占基金资产

总值比重 千百十万千百十元角分 

银行存款、清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清算款合计 32,872,876.00 48.74% 

股票 8,274,962.05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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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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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证券名称 市    值 
市值占净值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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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IN 958,871.49 1.46%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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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细 

序号 证券名称 市    值 
市值占净值

比 

1 
工银 14 天理财

B 8,231,816.46 12.52% 

2 工银 7 天理财 B 6,515,540.31 9.91% 

3 广发货币 B 6,508,932.16 9.90% 

4 
广发金理财 7天

B 5,014,410.63 7.63% 

        

 

（五）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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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要事项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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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重

大变更。 

（三）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四）本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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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

文件 

  2、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资产管理合同 

  3、华泰紫金龙—大中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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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8号华泰证券广场 1 号楼 5 层 

期初份额 
本期参与份

额 

本期退出份

额 
期末总额 

81,683,643.29 24,201,365.78 35,783,716.88 70,101,29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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