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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

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

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15年01月0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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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1、 基本资料 

名称：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非限定性 无固定存续期限 

成立日： 2011年8月25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6634863.34 

投资目标： 投资于预期盈利能力较高、预期分红稳定或分红潜力大

且历史分红良好的上市公司，追求稳定的股息收入和长

期的资本增值。 

投资理念： 秉承“能持续分红的股票能为投资者带来长期较高回

报”的理念，主要投资股息率高、分红稳定的上市公

司，追求分红和股价上涨的双重收益。 

投资基准： 中证红利指数收益率×75% +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

×25% 

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2、 管理人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

期）北座 

办公地址：  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16层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联系地址：  北京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16层 

联系电话：  95548 

传真： (010) 60836627 

网址： www.cs.ecitic.com 

 



 

3、 托管人  

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  常振明 

托管部门联系人：  方韡 

联系电话：   010-89936330 

传真：  010-85230024 

 

 

4、 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网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7号 

www.chinaclear.cn 

5、 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北京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

26层 

首席合伙人：  吴卫军 

项目合伙人：  姜昆 

联系电话： 86 (10) 6533 2342 

传真： 86 (10) 6533 8800 

6、 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法定代表人：  王丽 

经办律师：  徐建军、董小亮 

联系人：  徐建军、董小亮 



 

联系电话： (010) 66575888 

传真： (010) 65232181 

  

二、 主要财务指标、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及收益分配情况 

1、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利润 26,349,035.8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30,609,700.67 

加权平均每份额本期利润 0.5574 

期末资产净值 53,645,010.68 

期末每份额净值 1.4643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7971 

 

2、 本集合计划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① 投资基准收益率② ①-② 

过去三个月 12.66% 16.95% -4.29% 

过去六个月 -14.98% -9.1% -5.88% 

过去一年 38.2% 23.92% 14.28% 

合同生效日至今 93.28% 54.82% 38.46% 

3、 集合计划累计每份额净值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4、 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情况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三次分红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71705 

 

三、 管理人报告 

1、 投资结果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4643 元，累计单位净值 1.7971

元，本期集合计划收益率增长 38.2%。 

2、 投资主办人简介 

刘琦，北方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14 年从业经历。曾担任天相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行业研究员；2006 年加入中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目前任资产管理业务资

产配置和行业研究负责人，同时为高端零售客户和银行机构客户提供权益组合

管理服务，系列产品形成了中低风险、中高收益的风险收益特征。擅长以资产

配置，在以绝对收益目标的账户多策略资产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先

后为商业银行管理数十亿资产规模。 

 

3、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 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2015 年，经济继续下行，但在宽松政策预期和系列保增长措施下，经济总

体上在预期的区间之内。财政政策保持积极、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地方政府债

务置换平稳进行，地产、汽车微刺激，为稳增长保驾护航。表面平静的背后，

经济的风险点也开始暴露。信用风险事件开始增多、人民币贬值预期引发资产

价格大幅波动，美元升值导致资金外流趋势明显。 

在经济转型预期下，股票市场在 2015 年最终录得较好表现，但过程的曲折

却让人触目惊心。全年的暴涨暴跌使得市场的波动性快速放大，牛熊的转换过

程历史罕见。全年来看，上证指数上涨 9.41%、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58%、中

小板指数上涨 53.70%以及创业板指数上涨 84.41%。计算机、餐饮旅游、通

信、轻工制造、纺织服装等板块涨幅居前，非银金融、煤炭、钢铁、石油石

化、银行等板块涨幅落后。 

本账户在市场大幅波动的情况下，账户积极控制风险，但期间波动幅度依

然较大。在运作过程中，上半年总体上享受了牛市的红利，但在随后的股灾

中，净值还是有较大的回撤；在随后的市场反弹中，考虑到市场投机性太强，

账户操作比较保守，导致净值表现一般。 

 

2) 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71705


 

2016 年，预计经济依然维持小幅探底的状态，稳增长、调结构依然是政策

主基调。国际方面，美元加息虽然时点上可能有所延后，但确定性依然较强，

导致全球流动性总体上偏紧，人民币承受较大的贬值压力；国内方面，供给侧

改革和微刺激都会成为 2016 年重要的政策手段，但出现大规模刺激的概率偏

小。投资者经历了 2015 年的股灾后，股票市场重塑信心需要较长的时间。 

2016 年，本集合计划将保持相对保守的心态，积极等待市场机会的出现。

加强资产配置的灵活度和操作的有效性，加大自下而上发掘股票的力度，深入

挖掘股票价值，努力实现账户资产保值增值以给投资人带来良好的回报。 

 

4、 风险控制报告 

中信证券针对本集合计划的运作特点，通过每日的风险监控工作以及风险

预警机制，及时发现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状况，并提醒投资主办人采取

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确保集合计划合法合规、正常运行。同时，本集合计划

通过完善的风险指标体系和定期进行的风险状况分析，及时评估集合计划运作

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风险，为投资决策提供风险分析支持，确保集合计划运作风

险水平与其投资目标相一致，以实现本集合计划追求中长期内资本增值的投资

目标。在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未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状

况，也未发生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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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组合报告 

1. 报告期末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42,387,367.32 78.65%  

债  券 0 0% 

基  金 4,574,549.22 8.49%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6,328,692.75 11.74% 

其他资产 603,091.08  1.12%  

合  计 53,893,700.37 100% 

 

2.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项目名称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国  债 - - 

金融债 - - 

企业债 -  - 

可转债 - - 

中期票据 0 - 

合  计 - - 

 

3.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债券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4.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600271 航天信息 50600 2,829,046 5.27% 

2 300068 南都电源 140900 2,795,456 5.21% 

3 002707 众信旅游 47000 2,473,140 4.61% 

4 002230 科大讯飞 56600 2,097,030 3.91% 

5 603338 浙江鼎力 30500 1,627,785 3.03% 

6 002572 索菲亚 37600 1,620,560 3.02% 

7 002367 康力电梯 95400 1,599,858 2.98% 

8 002665 首航节能 52100 1,589,050 2.96% 

9 002241 歌尔声学 45300 1,567,380 2.92% 

10 300335 迪森股份 75200 1,394,208 2.6% 

 



 

5.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明细 

6.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 3 只基金。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519505 海富通货币A 4207077.52 4,207,077.52 7.84% 

2 165511 
信诚中证500指

数 
257694 367,471.64 0.69% 

3 519888 
汇添富收益快

线货币A 
6 0.06 0% 

 

7.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本报告期内未被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五、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66,385,779.63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7,148,305.92 

红利再投资份额 2,604,785.85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39,504,008.06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6,634,863.34 

六、 重要事项提示 

一、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相关事项 

1、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与本集合计划相关的诉讼事项。 

2、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办公地址未发生变更。 

3、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二、 本集合计划相关事项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华友钴业”相关

信息的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59946 

2、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三次分红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71705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文件   2、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4、《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5、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6、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7、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审计报告 

8、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 

查阅网址：www.cs.ecitic.com 

热线电话：010 – 6083668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59946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2771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