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目录 

 

一、审计报告       1-2页 

二、审计报告附件  

1、 资产负债表 3页 

2、 利润表 4页 

3、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5页 

4、 财务报表附注 6-23页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号北环中心 22层 

电话: 010-82250666   传真: 010-82250851   邮政编码: 100029 







第 3 页，共 23 页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资  产： 负  债：

    银行存款 四（一） 12,429,752.91 19,449,781.91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四（二） 853,215.89 1,552,491.34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四（三） 390,336.48 278,220.33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四（四） 144,639,043.02 121,546,356.67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144,639,043.02 121,546,356.67     应付证券清算款

          债券投资     应付赎回款 四（七） 2,587,140.22   

          基金投资     应付管理人报酬 四（八） 157,738.62 161,892.16     

          权证投资     应付托管费 四（九） 26,289.79 26,982.06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销售服务费

    衍生金融工具     应付交易费用 四（十） 148,133.16 70,591.78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交税费

    应收证券清算款 四（五） 50,332.90 50,332.90          应付利息

    应收利息 四（六） 6,043.08 9,384.35           应付利润

    应收股利     其他负债 四（十一） 100,332.90 50,434.74      

    应收申购款    负债合计 432,494.47 2,897,040.96   

    其他资产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四（十二） 97,437,835.49 114,616,381.61

    未分配利润 四（十三） 60,498,394.32 25,373,144.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936,229.81   139,989,526.54 

   资产合计 158,368,724.28 142,886,567.5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58,368,724.28   142,886,567.50 

注：截至2015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单位份额净值1.6209元，集合计划份额总额为97,437,835.49份。

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1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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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收入 98,232,299.63 40,899,389.67                         

1、利息收入 四（十四） 693,281.24 426,855.6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93,281.24 425,235.92                            

      债券利息收入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 1,619.72                              

2、投资收益 四（十五） 79,869,241.93 60,944,193.62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79,566,079.88 60,295,226.31                         

      债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52,848.91                             

      权证投资收益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股利收益 303,162.05 596,118.40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四（十六） 17,669,553.00 -20,471,659.59                        

4、其他收入 四（十七） 223.46

二、费用 四（十八） 36,659,296.90 8,517,214.55                          

1、管理人报酬 33,542,289.29 4,378,056.19                          

2、托管费 378,954.60 328,198.59                            

3、销售服务费

4、交易费用 2,594,809.76 3,719,604.01                          

5、利息支出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其他费用 143,243.25 91,355.76                             

三、利润总和 61,573,002.73 32,382,175.12                         

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201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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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 所有者权益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39,989,526.54  178,683,367.68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

61,573,002.73   32,382,175.12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减少以"－"号填列）

-21,593,444.40  -59,270,741.86   

    其中: 1.基金申购款 182,798,489.18  141,663,626.64   

          2.基金赎回款 -204,391,933.58 -200,934,368.50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
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22,032,855.06  -11,805,274.40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57,936,229.81  139,989,526.54   

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2015年度

编制单位：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114,616,381.61    25,373,144.93    159,377,198.47   19,306,169.21      

61,573,002.73    32,382,175.12      

-22,032,855.06   -11,805,274.40     

-17,178,546.12    -4,414,898.28    -44,760,816.86   -14,509,925.00     

102,841,059.14    79,957,430.04    110,628,445.43   31,035,181.21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项目

97,437,835.49     60,498,394.32    114,616,381.61   25,373,144.93      

-120,019,605.26   -84,372,328.32   -155,389,262.29  -45,545,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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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一、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或“本集合计划”)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41号《关于核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核准，由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管理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作为托管人，于2011年4月28日募集设立。

浙商证券、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本计划的推广机构。本计划的推广期

间为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4月22日止，集合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

限。 

浙商证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证券资产管

理子公司的批复》，核准设立全资证券资产管理子公司，2013年4月18日成立浙商证券子公司浙

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资产管理公司”）。2013年7月23日经批准浙商

证券所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江浙商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和《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

书》约定，本集合计划的推广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法律

法规禁止的除外），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参与集合计划的其他投资者。每份集合计划

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截至2011年4月27日止，本计划已收到有效认购资金金额人民币

876,118,255.00元，份额合计（有效认购份额加利息转份额）为876,254,135.49份，其中有效

认购份额（不含利息转份额）876,118,255.00份，利息转份额135,880.49份。设立募集资金已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天健验【2011】第14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计划有效份额为97,437,835.49份。 

二、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前期差错 

（一）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41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并参照《证券

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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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2015年12月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经营成果和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情况。 

（三）会计期间  

本计划采用公历年制，即自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四）记账本位币 

本计划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五）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计划的记账基础为权责发生制。除基金投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配股权证按市值计

价外，所有报表项目均以历史成本计价。  

（六） 金融工具 

1.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

应收款项。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下两类：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其他金

融负债。 

2.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确认依据、计量方法和终止确认条件 

本集合计划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和金融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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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按照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

发生的交易费用，但下列情况除外：(1) 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2)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

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计量。 

本集合计划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但下列情况除外：(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结清金

融负债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2) 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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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按照成本计量；(3) 不属于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没有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下列两项金

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确定的金额；2) 

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积摊销额后的余额。  

当收取某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终止或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已转移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解除时，相应终止确

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 

3.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本集合计划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

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继续确认所转移的金融资产，

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的风险和报酬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1) 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2) 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控制的，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

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七） 主要金融资产的成本计价方法 

按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库存证券成本。当日有买入和卖出时，先计算成本后计算买卖证券

价差。 

1．股票、基金投资 

买入股票、基金于成交日确认为股票、基金投资，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

用入账。 

2．债券投资 

买入债券于成交日确认为债券投资，按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用入账。其中所包含

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作为应收利息单独核算，不构成债券投资成本。 

3．买入返售证券 

按应付或实际支付的价款确认买入返售证券投资。 

4．权证投资 

买入权证于成交日确认为权证投资，权证投资成本按成交日应支付的全部价款扣除交易费

用后入账；配股权证及由股权分置改革而被动获得的权证在确认日，记录所获分配的权证数量，

该等权证初始成本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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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及估值方法 

1．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股票/国债/权证）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证券收盘价估值，

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2．未上市的属于配股或增发的股票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估值，该

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3．未上市的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权证，以其成本价计算； 

4．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按收盘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如果收

盘价低于配股价，则估值增值额为零； 

5．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按不含息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估值，不含息成本是指取得债

券的成本（不含应计利息），市价指银行间同业市场公布的加权平均价（减去所含利息，若有），

如果该日没有交易的品种，以最近一日的市场平均价为基准；如果该债券长期没有交易或交易

异常，按第9条处理； 

6．可转换债券、企业债、公司债按交易所提供的该证券收盘价（减应收税后利息）进行估

值；资产证券化类债券按成本估值，每日按其公布的预计收益率计提利息，对于实际分配利息

与应计利息不一致的情况，在其收益分配公告公布后的一个工作日内对利息进行一次性调整； 

7．场外申购或认购的开放式基金以估值日基金净值估值（如确实无法收到估值日基金净值，

以最近一日基金净值计算），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基金净值计算；场内购入的封闭式基金、

ETF、LOF 等基金，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证券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

收盘价计算；场外购入的货币市场基金，按截止估值日基金管理公司记入的货币收益额确认估

值； 

8．本计划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按以下方法估值： 

（1）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低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

本时，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2）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高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

应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l

rl

D

DD
C)(PCFV

−
×−+=  

其中：FV 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C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始取得成本；P 为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 lD 为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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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rD 为估值日剩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9．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可根据具

体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率曲线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在与托

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10．非国债债券按照税后计息的方式计提每日利息,股票红利按税后计算投资收益； 

11．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12．暂停估值的情形：集合计划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其它原因暂停营

业时，或因其它任何不可抗力致使管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集合计划资产价值时，可暂停

估值。但估值条件恢复时，管理人或托管人必须及时完成估值工作。 

（九） 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1．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2．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债券发行

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期内逐日计提； 

3．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际利率与合

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证券回购期内逐日计提； 

4．股票、基金投资收益于卖出股票、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基金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债券投资收益于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债券成交金额与其成本和应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衍生工具投资收益于卖出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成交金额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同时调

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除应由上市公

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8．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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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收入在主要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可靠计量

的时候确认。 

（十）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管理人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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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应给付管理人管理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1.2％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 

H＝E×1.2%÷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支付的管理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管理人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管人于次月

首日起2个工作日内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

延。 

2．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应给付托管人托管费, 按前一日的资产净值的 0.2％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

下： 

H＝E×0.2%÷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支付的托管费； 

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托管人的托管费每日计算，托管费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底，按日计提，按月支付，由托

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2个工作日内从本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

支付日期顺延。 

3．管理人业绩报酬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管理人根据本集合计划获得的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计提日为集合计划开放期的前一个交易日或计划终止日。 

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如下： 

（1）业绩报酬计提日，集合计划份额的单位累计净值（计提业绩报酬之前）低于或等于×

元，或者单位累计净值（计提业绩报酬之前）低于或等于之前各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累计净值

的最高值，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 

（2）业绩报酬计提日，集合计划份额的单位累计净值（计提业绩报酬之前）高于之前各业

绩报酬计提日单位累计净值的最高值，且高于×元时，管理人提取业绩报酬，提取比例为集合计

划份额的单位累计净值（计提业绩报酬之前）与之前各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累计净值的最高值

及×元两者中高者的差额部分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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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来表示，在第 n 个业绩报酬计提日集合计划份额的单位业绩报酬为： 

( )[ ] 20%,1PmaxPW maxnn ×−=  

其中，n=1,2,…，10； 

×为 2014 年 8 月 6 日至 2014 年 8 月 28 日期间单位累计净值最高值； 

np
为2014年8月28日后第n个业绩报酬计提日提取本次业绩报酬前的单位累计净值； 

maxp
为前 n-1 个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中的最大值（若 n=1，则 maxp

=1）。 

当 nW ＞0时，提取业绩报酬，当 nW ≤0时，不提取业绩报酬。 

业绩报酬以扣减现金的方式支付。 

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于 5 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

性支付给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4．投资交易费用 

本集合计划应按规定比例在发生投资交易时计提并支付经手费、证管费、过户费、印花税、

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席位费等。 

5．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与集合计划相关的会计师审计费和律师费、集合

计划终止时的清算费用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等，由托管人根据其他相关

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集合计划费用。 

（十一）本计划参与、退出的确认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3个月为封闭期，封闭期满后的第1个工作日为首个开放期，之后

本集合计划每周开放一次，每周第一个工作日为开放日。开放期内投资者可以参与本计划，也

可以退出本计划。本集合计划成立后仅在开放日办理参与和退出。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参与和退出采用“未知价”原则，即参与、

退出集合计划的价格以T日收市后计算的单位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除非巨额退出，退出一般不

受限制。 

本计划申购或赎回时，于确认日按照实收委托资产、未分配利润（未实现部分）的余额占

本计划净值的比例，以确认有效的申购或赎回款计算并分别确认实收委托资产、损益平准金（未

实现部分）的增加或减少；按其与申购或赎回款的差额，调整损益平准金（已实现部分）。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第 13 页，共 23 页 

（十二）实收基金  

每份计划份额面值为1.00元。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的计划份额总额。由于申购、赎回引起

的实收基金的变动分别于本计划申购、赎回确认日列示。 

（十三）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为非利润转化而形成的损益平准项目，包括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

款中所含的未分配利润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十四）本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每份集合计划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2．当年收益先弥补上一年度未弥补亏损后，方可进行当年收益分配； 

3．如果投资当期出现净亏损，则不进行收益分配； 

4．收益分配后单位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5．在符合收益分配原则的前提下，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具体时间由管理人决定。但若

成立不满 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年度分配在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个月内完成； 

6．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五）专项计划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范围为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的所有金融产品，主要包括：

权益类金融产品（国内上市的股票及权证、封闭式基金、股票型开放式基金、混合型开放式基

金等）；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央

行票据、债券型基金、资产支持证受益凭证、中小企业私募债、中期票据、保证收益及保本浮

动受益商业银行理财计划等）；现金类资产（银行存款、3个月内到期的政府债券和央行票据、

期限在 7天内的债券逆回购、货币市场基金和现金等）。本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和债券正

回购交易，也可以将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权益类金融产品的投资比例为 0-95%，其中，大消费

股票的投资比例为不低于权益类金融产品的 50%，权证的投资比例为 0-3%；固定收益类金融产

品的投资比例为 0-95%，其中中小企业私募债整体投资比例不高于资产净值的 40%,单只中小企

业私募债的投资比例不高于资产净值的 10%，现金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不低于 5%。 

（十六）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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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税项 

（一）印花税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本集合计划买卖股票，按照1‰的税率单边缴纳印花税。 

（二）营业税、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4]78号文《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的

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

票、债券的差价收入，继续免征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2008]1号文《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

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

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会计报表项目注释  

(一) 银行存款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光大银行 12,429,752.91 19,449,781.91 

定期存款   

合  计 12,429,752.91 19,449,781.91 

(二) 结算备付金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上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 163,522.62 100,863.92 

深交所最低结算备付金 689,693.27 1,451,627.42 

合  计 853,215.89 

 

1,552,491.34 

(三) 存出保证金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上交所交易保证金 152,000.99 73,103.65 

深交所交易保证金 238,335.49 205,116.68 

合  计 390,336.48 278,220.33 

(四) 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  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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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本 估值增值 公允价值 

股票投资 135,237,765.46 9,401,277.56 144,639,043.02 

债券投资    

其中：交易所市场债券    

      银行间市场债券    

      未上市企业债    

基金投资    

合  计 135,237,765.46 9,401,277.56 144,639,043.02 

续表：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投资成本 估值增值 公允价值 

股票投资 129,814,632.11 -8,268,275.44 121,546,356.67 

债券投资    

其中：交易所市场债券    

      银行间市场债券    

      未上市企业债    

基金投资    

合  计 129,814,632.11 -8,268,275.44 121,546,356.67 

(五) 应收证券清算款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证券清算款场外 50,332.90 50,332.90 

合  计 50,332.90 50,332.90 

(六) 应收利息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5,427.41 8,478.17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422.40 7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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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193.27 137.72 

应收债券利息      

应收回购计息   

合  计 6,043.08 9,384.35 

(七) 应付赎回款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付赎回款  2,587,140.22 

合  计  2,587,140.22 

(八) 应付管理人报酬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付管理人报酬 157,738.62 161,892.16 

合  计 157,738.62 161,892.16 

(九) 应付托管费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应付托管费 26,289.79 26,982.06 

合  计 26,289.79 26,982.06 

(十) 应付交易费用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佣金 148,133.16 70,591.78 

银行间交易费   

合  计 148,133.16 70,591.78 

(十一) 其他负债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垫付资金 100,332.90 50,434.74 

合  计 100,332.90 50,434.74 

(十二) 实收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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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期初数 114,616,381.61 159,377,198.47 

本期增加 102,841,059.14 110,628,445.43 

本期减少 120,019,605.26 155,389,262.29 

期末数 97,437,835.49 114,616,381.61 

(十三) 未分配利润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期净利润 43,903,449.73 17,669,553.00 61,573,002.73 

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49,221,968.58 -23,848,823.65 25,373,144.93 

加：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14,804,636.19 10,389,737.91 -4,414,898.28 

其中：基金申购款 35,404,970.90 44,552,459.14 79,957,430.04 

      基金赎回款 -50,209,607.09 -34,162,721.23 -84,372,328.32 

减：本期已分配计划净收益 22,032,855.06  22,032,855.06 

期末未分配利润 56,287,927.06 4,210,467.26 60,498,394.32 

续表： 

项  目 

2014年12月31日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期净利润 52,853,834.71 -20,471,659.59 32,382,175.12 

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20,224,236.36 -918,067.15 19,306,169.21 

加：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

的基金净值变动数 
-12,050,828.09 -2,459,096.91 -14,509,925.00 

其中：基金申购款 30,801,374.54 233,806.67 31,035,181.21 

      基金赎回款 -42,852,202.63 -2,692,903.58 -45,545,106.21 

减：本期已分配计划净收益 11,805,274.40  11,805,274.40 

期末未分配利润 49,221,968.58 -23,848,823.65 25,373,144.93 

(十四) 利息收入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浙商汇金大消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第 18 页，共 23 页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存款利息收入 693,281.24 425,235.92 

债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证券利息收入  1,619.72 

合  计 693,281.24 426,855.64 

1、 存款利息收入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680,822.86 406,880.23 

清算备付金存款利息收入 9,002.58 15,328.04 

存出保证金存款利息收入 3,455.80 3,027.65 

合  计 693,281.24 425,235.92 

2、买入返售证券利息收入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上交所质押式回购利息收入  1,619.72 

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息收入   

合  计  1,619.72 

(十五) 投资收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股票投资收益 79,566,079.88     60,295,226.31  

债券投资收益    

基金投资收益       52,848.91 

股利收益 303,162.05    596,118.40 

合  计 79,869,241.93  60,944,193.62  

1、股票投资收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卖出股票成交总额 784,716,205.36 1,091,440,915.84 

  减：卖出股票成本总额 705,150,125.48 1,031,145,6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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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股票投资收益合计 79,566,079.88 60,295,226.31 

2、基金投资收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卖出基金成交总额  28,360,910.12 

减：卖出基金成本总额  28,308,061.21 

基金投资收益合计  52,848.91 

3、股利红利收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上交所股票红利收益 117,610.00 124,215.05 

深交所股票红利收益 50,713.70 359,082.13 

深交所创业板股票红利收益 134,838.35 102,153.85 

股票红利收益合计 303,162.05 585,451.03 

4、基金红利收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封闭式基金红利   

开放式基金红利  10,667.37 

ETF红利   

LOF红利   

基金红利收益合计  10,667.37 

(十六)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7,669,553.00 

 

-20,411,665.05 

 
基金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9,994.54 

合  计 17,669,553.00 -20,471,659.59 

(十七) 其他收入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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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费收入 223.46  

合  计 223.46  

(十八) 费用支出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基金管理人报酬 33,542,289.29 4,378,056.19 

其中：管理费 2,273,727.11 1,969,191.62 

      业绩报酬 31,268,562.18 2,408,864.57 

托管费 378,954.60 328,198.59 

交易费用 2,594,809.76 3,719,604.01 

其他费用 143,243.25 91,355.76 

合  计 36,659,296.90 8,517,214.55 

1、交易费用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交易所交易费用 2,594,809.76 3,618,214.15 

银行间交易费用  101,389.86 

合  计 2,594,809.76 3,719,604.01 

2、其他费用 

项  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认购结算登记费 4,500.00 27,455.76 

审计费用 100,000.00 50,000.00 

银行费用 4,500.00 400.00 

账户维护费  4,500.00 

其他 34,243.25 9,000.00 

合  计 143,243.25 91,355.76 

五、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一）关联方关系  

企业名称 与本计划的关系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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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推广机构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推广机构、发起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推广机构 

（二）关联方交易  

1、下述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1）通过关联方席位进行的证券买卖交易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 2014年度 

证券买卖成交金额 证券买卖成交金额 

浙商证券 1,486,376,008.69 2,081,706,601.08 

合  计 1,486,376,008.69 2,081,706,601.08 

（2）证券买卖佣金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 2014年度 

浙商证券 1,667,970.97 2,309,237.30  

合  计 1,667,970.97 2,309,237.30  

 注：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并已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并由

券商承担的经手费、证管费及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2、各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1）报告期末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运用自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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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关联方报酬 

（1）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 2014年度 

浙商资产管理公司 33,542,289.29 4,983,943.59 

  其中：管理费 2,273,727.11 1,969,191.62 

        业绩报酬 31,268,562.18 3,014,7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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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33,542,289.29 4,983,943.59 

（2）应付管理人报酬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年31日 

浙商资产管理公司 157,738.62 161,892.16 

  其中：管理费 157,738.62 161,892.16 

        业绩报酬   

合  计 157,738.62 161,892.16 

（3）集合计划托管费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 2014年度 

光大银行 378,954.60 328,198.59 

合  计 378,954.60 328,198.59 

（4）应付托管费 

关联方名称 2015年12月31日 2014年12年31日 

光大银行 26,289.79 26,982.06 

合  计 26,289.79 26,982.06 

4、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关联方名称 
2015年度 2014年度 

银行存款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银行存款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光大银行 12,429,752.91 680,822.86 19,449,781.91 406,880.23 

合  计 12,429,752.91 680,822.86 19,449,781.91 406,880.23 

注：本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托管人光大银行保管，并按银行间同业利率计息。 

六、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截至本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本集合计划不存在应披露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七、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不存在应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八、报告期末流通受限制不能自由转让的集合计划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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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 

 

证券名称 停牌日 复牌日 流通受 

 

认购 

 

期末估 

 

数量 期末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总额 

600645 中源协和 2015-12-30 2016-1-4 停牌 65.63 65.01 47,500 3,117,458.00 3,087,975.00 

002006 精功科技 2015-12-11 停牌 停牌 14.62 14.70 621,800 9,093,413.12 9,140,460.00 

002340 格林美 2015-12-29 2016-1-6 停牌 13.99 15.20 217,500 3,043,054.99 3,306,000.00 

九、财务报表之批准 

本集合计划财务报表于2016年2月18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