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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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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

业务实施细则》、 《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规范》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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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分行根据本集合计划合同规定于2016年3月 1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主要财务指标、会

计报表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

说明书囚

本报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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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2 集合资产概况

集合资产简称 齐鲁星汉2 号

集合资产代码 S49062 

集合资产合同生效日 2015年3月 19日

报告期末集合资产份额总额 178, 334, 821. 44份

~3 主要财务指标

3.1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3月 19日至2015年 12月 31 日)

l 本j自己实现收益 81 ,077,776.24 

2 本期利润 83 ,116,524.39 

3 期末特定资产资产净值 23日，760，743.99

4 期末特定资产份额、净值 1.339 

H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4.1 业绩表现

截止到2015年12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1. 339 元，累计单位净值为1. 339 



元，本期集合计划净值增长率为33.90% 。

4.2 投资经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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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展，毕业于南京大学金融系， 17年证券从业经验，原知名私募i罪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擅长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寻找役资线索，以严格的投资纪律约束回撤，

从而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

4.3 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4.3. 1 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2015年证券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大幅起落，很多前所未见的事件发生了。这不仅对现

有的市场参与者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还会对未来的资本市场走向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

响。

在跌告起伏的市场环境里，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凭借本能和信念做出抉择。在本产品

成立之初，我们就提出将以绝对收益为导向，以风险控制为核心，追求长期合理回报口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坦然地说，我们基本履行了诺言，达到了原先设定的目标。

之所以对 2015 年给出一个肯定的自我评价，原因并不在于在上半年的牛市中我们

赚了多少收益，而是在下半年的几次大跌中，我们较好地控制了风险，产品的回撤幅度

在同类产品中处于较好水平。

这得益于我们的警惕心，但更重要的是对常识和市场的敬畏，以及对信托责任的无

比重视曰今后，我们将 以贯之。

4.3.2 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展望 2016 年，我们会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予更多的重视口天i草轮回，盈亏同源，

如果我们还在为过去的成绩沾沾自喜，那么危险将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我们将比过

去更加小心谨慎，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去应对不可测的市场u

再次感谢您一在以来的信任。

4.4 风险控制与合规管理报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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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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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事前分析、事中监J圭和事后评估。风险控制部门根据监管规定

和有效控制风险的需要，参加资产管理业务决策小组会议，对资产管理业务风险进行分

析、评估，建立资产笛理业务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确定、调整资产管理业务风险i监控阀

值，每日动态监控资产管理业务风险监控指标的变化情况，对预警事项进行分析、接查、

报告并跟踪处理，根据相关指标的变动及资产管理业务开展情况，对净资本等风险控制

指标进行敏感性风险和压力测试，提出控制或压缩相关业务规模的建议，定期或不定期

出具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报告囚在本报告期内，资产管理业务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监控指标均符合公司规定。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独立的合规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的规定，针对本集合计

划的运作特点，利用公司集中监控系统资产管理合规监控模块进行每日的风险i监控，运

用合规检查与合规审查等多种方式对集合计划的管理运作进行合规管理，确保集合计划

合规运作。

管理人合规部门还定期组织对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监控

预警报告及处置情况进行合声则盘查，确保资产管理业务在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前提

下实现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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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本集合讨划的资产配置符合有关规定。

li5财务会计报告

5.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z 人民币元

资产
本期末

2015年12月 31 日

资产E

银行存款 162.357.307.96 

结算备付金 32,963 ,299.67 

在出保证金 9,756 ,14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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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 34,061 ,661.43 

其中股票投资 34,061 ,66 1.43 

基金投资

债券投资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贵金属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791 ,916.91 

应收利息 34,516.58 

应收股利

应收申购款

边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239,964,842.8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本期末

2015年12月 31 日

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证券清算款 531 ,607.12 

应付赎回款

应付管理人报酬 312,544.13 

应付托管费 31 ,254.40 

应付销售服务费

应付交易费用 29日，693 .22

应交税费

应付利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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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利润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负债 30,000.00 

负债合计 1,204,098.87 

所有者权益z

实收基金 178,334,82 1.44 

未分配利润 60,425 ,922.5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760,743.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9,964,842.86 

5.2 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5年3月 19日至2015年12月 31 日

一、收入 94,010,673.93 

1.利息收入 1,107,866.97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056,440.95 

债券利息收入 64 1.3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50,784.68 

其他利息收入

2 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90,713 ,679.18 

其l:!J: 股票投资收益 82,910,675.28 

基金投资收益 7,128,369.78 

债券投资收益 73 ,604.45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贵金属投资收益

衍生工具收益 -722.220.00 

股利收益 1,323,249.67 

3. 公允价值交i9J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2,038,748.15 

4. !C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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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损失以 1< 11 号填列 ) 150,379.63 

减z 一、费用 10,894,149 .54 

l 管理人报酬 3,495,739.23 

2 托管费 349,573.90 

3 销售服务费

4 交易费用 7,016,258.90 

5. flj息支出

其中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6. 其他费用 32,577.51 

二、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83 ,11 6,524 .39 

减· 所得税费用

四L净利泪1号亏损以 83 ,11 6,524 .39 

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6 

6. 1 资产组合情况

、

，
叫
叫
』
4

单位，人民币 元

科目 J回来叶I值
占期末且资产

比例(回)

权益投资 34,061 ,66 1.43 14.19 

其中股票 34,061 ,66 1.43 14.19 

其中基金

固定收益投资

其中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中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银行存款和结算各付金合计 195,320,607.63 81.40 

其他各项资产 10,582,573.80 4.41 

合计 239,964,842.86 100.00 

6.2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特定资产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投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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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证券名称
数最

rjr值
(份)

l 新华医疗 531 ,77 1.00 19,3 19,240 .43 

2 青松股份 498,200.00 5,001 ,928.00 

3 华英农业 268,400.00 3,545,564.00 

4 *ST二维 296,600.00 2,989,728.00 

5 哈高科 185,500.00 2,064,615.00 

6 中技控股 25,300.00 545,721.00 

7 昌九生化 32,900.00 531 ,335.00 

8 美尚生态 500.00 44,645.00 

9 可立克 500.00 10,635.00 

10 久远银海 500.00 8,250.00 

p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期初总份额 本期参与份额 本期退出份额

275 ,947,87 1.23 97，613，口 49.79

~8 重要事项揭示

8.1 在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和托管人没有发生变更:

8.2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或托管人没有受到重大处罚;

8.3 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没有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9 各查文件目录

9.1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9. 1.1 ((齐鲁星汉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9. 1. 2 ((齐鲁星汉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9. 1. 3 <<齐鲁星汉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9. 1. 4 ((齐鲁星汉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9. 1. 5 管理人业务资格批1'1 、营业执照

市值占净值比

(%) 

8.09 

2.09 

1.48 

1.25 

0.86 

0.23 

0.22 

0.02 

单位-份

期末居、两厂「

178,334,82 1.44 



齐鲁星汉2号集合贤产管理词组')2015年年度报告

9.2 查阅方式

网址 www.qlzqzg.com 

信息披露电话 95538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齐鲁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9.3 文件存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大厦17层

齐鲁证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