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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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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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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托管人已于2016年3月17日复核了本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集合计划2015年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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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合计划简介 

（一）基本资料 

产品名称：兴业证券金麒麟顶端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运作方式：通过筹集委托人资金交由托管人托管，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统一管理

和运用，投资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并将投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委托人。 

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 A 股市场，通过精选具备顶端优势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

谋求集合计划资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投资策略：国内依法发行的股票、债券（不含私募债）、证券投资基金、央行票据、短期融

资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证券回购、银行存款等金融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发行的金

融产品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本集合计划可以参与融资融券交易，也可以将

其持有的股票作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公司。 

其中，股票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 A 股（包括一级市场申购、

上市公司新股增发和二级市场买卖）；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证

券投资基金和 LOF、ETF 基金以及可申购、赎回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固定收益产品包括

新债申购、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中期票据、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含

可转债）、公司债、可分离交易债券、可交换债券等；证券回购包括证券正回购及逆回购等。 

 

本集合计划投资组合在各类资产上的投资比例，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1）固定收益类资产：占计划资产的 0-95%，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到期日在 1 年以上的政

府债券，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债券型基金、分级股票

型和混合型基金的优先级份额、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超过 7 天的债券逆回购、中期

票据等。 

（2）权益类资产：占计划资产的 0-95%，权益类资产包括股票、股票型基金、指数基金和

交易所交易型基金（ETF）等；其中，权证投资：0%-3%。当集合计划净值低于或等于预警净

值时，持有权益类资产不得超过集合计划净资产的 15%；其中收益补偿期第一年预警净值为

0.93，收益补偿期第二年预警净值为 0.95，收益补偿期第三年预警净值为 0.98。 

（3）现金类资产：不低于计划资产净值的 5%；现金类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

基金、不超过 7 天的债券逆回购、到期日在 1 年内的政府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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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证券回购业务：参与证券回购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40%。 

委托人在此同意并授权管理人可以将集合计划的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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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投资比例不得超过资产净值的 7%。（投资于指数基金或者完全按

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不受上述限制。）交易完成 5

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应书面通知托管人，通过管理人的网站告知委托人，并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如因一级市场申购发生投资比例超标，应自申购证券可交易之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将投

资比例降至许可范围内；如因证券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资产管理计划规模变动等证

券公司之外的因素，造成集合计划投资比例超标，管理人应在超标发生之日起在具备交易条

件的 10 个交易日内将投资比例降至许可范围内，同时向管理人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的，资产管理人在履行合同变更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本计划的投资范围。 

 

风险收益特征：本计划份额属于 “稳健型”的产品。 

合同生效日、成立日期：2013 年 5 月 27 日 

成立规模：395,791,988.31 

存 续 期：本集合计划不设置固定存续期限。 

  

（二）管理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现场指挥部办公大楼一楼 

法定代表人：刘志辉 

联系地址：上海市民生路 1199 弄 3 号楼 

联系电话：021-38565866 

传真：021-38565863 

联系人：龚苏平 

网址：www.ixzzcgl.com 

  

（三）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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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21576608885 元 

网址：www.cmbchina.com 

  

（四）会计师事务所简介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 号 30 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卢伯卿（LU POCHIN CHRISTOPHER) 

联系电话：021-23166376 

经办注册会计师：陶坚、宫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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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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1 集合计划本期利润 173,292,552.38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209,517,708.58 

3 加权平均计划份额本期利润 1.0411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总值 301,475,828.61 

5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67,423,034.69 

6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241 

7 期末累计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2.241 

8 本期单位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 51.73% 

9 单位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124.10% 

  

（二）财务指标计算公式 

（1）加权平均单位集合计划本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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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为本期利润，s0为期初集合计划单位总份额，n为报告期内所含的交易天数，i为报

告期内的第i个交易日，Δ si＝i交易日集合计划单位总份额－(i-1)交易日集合计划单位总

份额。 

（2）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本期第一次分红前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本期

第二次分红前单位净值÷本期第一次分红后单位净值）×„„ ×（期末单位净值÷本期最

后一次分红后单位净值）-1]*100%    

若只有1次分红，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期初单位净值)* ( 期末

单位净值/(分红前一天单位净值-单位分红金额) ) -1 ]*100% 

其中：  

分红前单位净值按除息日前一交易日的单位净值计算  

分红后单位净值＝分红前一日单位净值-单位分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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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走势图 

 

 

 

  

(四)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期未分配收益。  

累计净值增长率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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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业绩表现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计划单位净值为2.241，累计单位净值为2.241。2015年1月1

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本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51.73%。 

 

（二） 投资主办简介 

杨定光：经济学硕士， 1980年8月出生，2007年3月毕业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07年3月-2010年12月，历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研究员、投资主办；2011

年1月至今，历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资深投资主办、投资部副

总监、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监、权益投资部总监。 

 

（三） 投资主办工作报告 

1、2015年行情回顾及运作分析 

2015年资本市场是极度复杂的一年，上半年在入市资金持续流入的推动下，特别是杠杆

资金的快速流入促使市场进入疯狂阶段；在监管层控制杠杆的背景下，市场出现了快速下跌，

政府救市，市场逐步趋稳；操作上我们在最高位进行了及时减仓，较好规避了市场风险，之

后又参与了市场反弹行情，之后一直谨慎操作，全年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 

本报告期内未使用股指期货进行对冲。 

 

2、2016年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后续市场，我们认为2016年市场走势会比较复杂；第一，经济面增速下滑压力较大，

特别是房地产库存高企，经济面临调整和结构转型双重压力，出现小范围的信用链条断裂是

大概率事件，中央政府已经做了一定的部署工作，防范风险；第二，政府希望加大融资的愿

望一直存在，对市场呵护有加；第三，整体流动性一直会保持较好状态，所以市场下跌空间

不大，但走势会很复杂；第四，大部分个股的估值依然很高，低估值品种大多集中于大盘蓝

筹；第五，我们认为会存在一定的结构性机会，主要集中于成长性较好、行业前景较好的消

费和其他新兴板块。 

对2016年全年市场，我们会保持相对谨慎态度，如果市场调整幅度较大，我们会积极参

与；对于过去三年被持续炒高的没有业绩支撑的个股板块，我们会极力规避，但一部分优质

蓝筹的估值已经相对合理；所以我们的操作策略基本全年会围绕着蓝筹板块做择股择时，波

段操作。 

我们认为后期的投资重点：主线依然以稳定增长兼高比例分红的低估值蓝筹，这类股的

特点是估值低，分红率高，业绩经营稳健，估值弹性小，特别是行业前景较好、公司发展趋

势较好、经营管理最优秀的行业龙头。 

我们依然会坚持价值投资，坚持稳健的复合收益理念，不论市场多么喧嚣，始终保持冷

静的判断和坚持客户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冒进，不消极；我们将始终保持一份对市场敬畏的

态度，谨慎乐观，希望通过积极主动的操作策略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兴业证券金麒麟顶端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5 年年度报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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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对各项业务风险进行全面的监督、

检查和评价。公司设立风险管理部，通过系统监控和人工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的投资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全面的监督和检查，同时在交易系统中对各

类风险指标进行限制，实现交易的事前控制，确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法合规。对日常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出现的各类问题，风险管理部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提出合规管理与风险管理建

议，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整改。 

经过审慎核查，截至2015年12月31日，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

限管理等各方面均符合有关规定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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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产品规模变动、证券市场波动等原因，本集合计划在报告期

内存在单只证券投资比例、现金类资产比例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况，管理人已在规定的时间

内予以调整，并及时向福建证监局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报告；相关的信息披露和财务

数据皆真实、完整、准确、及时。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动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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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本集合计划运作风险水平与其投资目标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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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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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100,424,050.89 17,921,078.89 短期借款 - - 

结算备付

金 
- 1,050,432.51 

交易性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

金 
196,539.37 235,943.11 衍生金融负债 - - 

交易性金

融资产 
200,453,289.49 331,329,170.33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票

投资 
198,470,465.32 319,802,302.33 

应付证券清算

款 
33,539,414.93 15,095.88 

      债

券投资 
1,535,452.80 1,526,868.00 应付赎回款 - - 

     资产

支持证券

投资 

- 

 

10,000,000.00 

 
应付赎回费 - - 

基金投资 
447,371.37 

 
- 
应付管理人报

酬 
226,167.77 283,973.41 

衍生金融

资产 
- - 应付托管费 45,233.52 56,794.66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应付销售服务

费 
- - 

应收证券

清算款 
- 311,513.97 应付交易费用 201,977.70 3,179.59 

应收利息 87,505.50 278,342.76 应付税费 - - 

应收股利 314,443.36 - 应付利息 - - 

应收申购

款 
- - 应付利润 - - 

其他资产 - - 其他负债 40,000.00 50,000.00 

   负债合计 34,052,793.92 409,043.54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19,327,283.57 237,455,656.45 

      未分配利润 148,095,751.12 113,261,781.58 

   所有者权益合 267,423,034.69 350,717,4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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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资产合计: 301,475,828.61 351,126,481.57 
负债与持有人

权益总计： 
301,475,828.61 351,126,481.57 

  

 

2、 集合计划经营业绩表(2015-01-01至2015-12-31) 
计划管理人及编制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收入 180,246,903.46 125,506,817.43 

1、利息收入 1,540,004.36 9,279,793.0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42,627.54 224,089.38 

      债券利息收入 90,753.60 8,449,529.83 

      资产支持证券利

息收入 
471,342.47 

575,545.20 

      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收入 
335,280.75 

30,628.66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214,823,993.54 

65,909,630.33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209,795,772.73 70,997,326.11 

      债券投资收益 - -8,265,487.35 

      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收益 
- 

 

      基金投资收益 1,104,299.34 18,319.09 

      权证投资收益 -  

      衍生工具收益 -  

      股利收益 3,923,921.47 3,159,472.48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

失以"-"填列） 
-36,225,156.20 

50,112,748.15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填列） 
108,061.76 

204,645.88 

二、费用 6,954,351.08 8,318,277.37 

1、管理人报酬 3,208,937.91 3,351,260.67 

2、托管费 641,787.54 670,252.09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3,059,451.13 2,679,533.25 

5、利息支出 - 1,565,382.35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支出 
- 

1,565,382.35 

6、其他费用 44,174.50 51,849.01 

三、 利润总额 173,292,552.38 117,188,5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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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合计划所有者权益(资产净值)变动表（2015-01-01至2015-12-31） 

计划管理人及编制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实收计划 
未分配利

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实收计

划 

未分配

利润 

所有者权

益合计 

一、年初所有者权益

（计划净值） 
237,455,656.45 

       

113,261,7

81.58 

     

350,717,4

38.03  

  

395,791,

988.31 

  

1,686,49

4.88 

  

397,478,4

83.19 

二、本年经营活动产

生的计划净值变动数

（本年净利润） 

                  

- 

      

173,292,5

52.38  

      

173,292,5

52.38  

   

117,188,

540.06 

  

117,188,5

40.06 

三、本年计划份额交

易产生的计划净值变

动数（减少以“-”号

填列） 

       

-118,128,372.88 

       

-138,458,5

82.84 

       

-256,586,9

55.72 

  

-158,336,

331.86 

  

-5,613,25

3.36 

  

-163,949,5

85.22 

 其中：1、计划申购

款 
        -          -         - 

   

        2、计划赎回

款 

       

118,128,372.88  

        

138,458,5

82.84  

       

256,586,9

55.72  

  

158,336,

331.86 

  

5,613,25

3.36 

  

163,949,5

85.22 

四、本年向计划份额

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

的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五、年末所有者权益

（计划净值） 

     

119,327,283.57  

        

148,095,7

51.12 

267,423,0

34.69  

  

237,455,

656.45 

  

113,261,

781.58 

  

350,717,4

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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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期末集合资产组合情况 

日期：2015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

金合计 
100,424,050.89 33.31% 

股票投资 198,470,465.32 65.83% 

债券投资 1,535,452.80 0.51%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基金投资 447,371.37 0.1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他资产 598,488.23 0.20% 

资产总计 301,475,828.61 100.00% 

  

 

（二）按市值占净值比例排序的期末投资证券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库存数量 证券市值 市值占净值(%) 

600276 恒瑞医药 509,030.00 25,003,553.60 9.35 

002470 金正大 1,186,238.00 24,128,080.92 9.02 

601006 大秦铁路 2,796,299.00 24,104,097.38 9.01 

600703 三安光电 980,067.00 23,796,026.76 8.90 

600036 招商银行 1,304,102.00 23,460,794.98 8.77 

601877 正泰电器 779,964.00 20,115,271.56 7.52 

600729 重庆百货 680,700.00 19,917,282.00 7.45 

600741 华域汽车 791,797.00 13,349,697.42 4.99 

002572 索菲亚 261,383.00 11,265,607.30 4.21 

300088 长信科技 524,110.00 6,781,983.40 2.54 

  

 

（三）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规定范围之外

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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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合计划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 

（一） 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  

1 报告期末集合计划持有人户数 161 

2 平均每户持有计划份额 741,163.25 

 

序号  项 目  份额（份）  占总份额比例%  

1 机构投资者持有计划份额 79,158,397.66 66.34% 

2 个人投资者持有计划份额 40,168,885.91 33.66% 

 

（二）本期集合计划份额的变动  

单位：份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含管

理人红利再投资份

额)  

本期退出份额  期末总份额  

237,455,656.45 - 118,128,372.88 119,327,283.57 

  

 

七、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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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办公地址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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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证券”）于2014年成立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兴证资管”）作为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兴证资管承接原由兴业

证券作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全部权利义务，原兴业证券作为管理人管理的所有资产管理

计划管理人均变更为兴证资管，已向相关监管机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