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2014年12月 31 日

2 ,406,069.08 
951 ,447.76 
206 ,209.56 

2015年12月 31 日

日，080 ，462.78

248 ,229.97 
150,613.67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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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五

80 ， 340 ，才 60.80

5 ， 756 ， 509 .2才

1,675.17 
11 ,727 .44 

89 ,673 ,799.02 

46 ,961 ,916.54 
445 ,841.18 

1,151.93 
5,484.30 

53 ,893,700.37 

五4

五5

资产
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

存出保证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资产总计国

72 ,837.68 
18,209 .42 

682 ,160.34 
6 ,226,593.24 

633 ,412.16 
10 ,290.99 

7,643,503.83 

45 ,997 .48 
11 ,499.36 

180,992.85 

10,200.00 
248 ,689.69 

五5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应付托管费

应付交易费用

应付证券清算款

应付退出款
其他负债

负债总计

雪

66 ,385 ,779.63 
15,644 ,515.56 
82 ,030,295.19 

36 ,634 ,863.34 
17,010,147.34 
53 ,645,010.68 

五6

五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昌

R 

计划份额总额
计划份额总额

89 ,673,799.02 

计划资产份额净值 1 .4643 元，
计划资产份额净值 1.2357 元，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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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893 ,700.3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注:于报告截止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36 ， 634 ， 863.34 份(2014 年 12 月 31 日，

66 ， 385 ， 779.6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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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利润表

2015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收λ

利息收入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债券利息收入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费用

管理人报酬

托管费

交易费用
其他费用

利润总额

附注

五8

五9

五1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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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

56,314.53 

5日， 291.10

23.43 

33,516,665.75 

丛旦旦旦土里i
29,312,315.43 

(692 ,315.97) 

(173,078.98) 
(2 ,007,857.70) 

旦旦旦旦旦l
且旦旦旦旦i

2日，349 ， 035.82

2014年度

133,559.90 

89,116.56 

13,186.13 
31 ,257.21 

18,134,855.12 

4,427,833.58 

2旦旦坐旦

(1 ,359,173.24) 

(260,221 .43) 
(3,115,198.91 ) 

旦旦旦旦旦i
(4,819,779.92) 

立占76，4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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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l

;争值变动表

2015 年度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2015年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年初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 66 ,385 ,779.63 15,644,515.56 82 ,030 ,295.19 

二、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净值

变动数 26 ,349 ,035.82 26 ,349 ,035.82 

二、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

净值变动数 29 ,750 ,916.29 12,891 ,543.63 42 ,642 ,459.92 
其中:计划参与款 9,753 ,091.77 4 ,643,187.69 14,396 ,279 .46 

计划退出款 39 ,504 ,008.06 17,534 ,731.32 57 ,038 ,739.38 

四、本年向计划委托人分配利

润产生的净值变动数 (12 ,091 ,860 .41) (12 ,091 ,860.41) 

五 、 年末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 36 ,634 ,863.34 17,010,147.34 53 ,645 ,010.68 

2014年度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年初所有者权益(计划净值) 129,717,267.92 (855,847.87) 128,861 ,420.05 

二 、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净值

变动数 17,876 ,468.68 17,876 ,468.68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

净值变动数 63 ,331 ,488.29 1,376,105.25 64 ,707 ,593.54 
其中:计划参与款 7,392 ,833.19 145,903.33 7,538,736.52 

计划退出款 (70 ,724 ,321 .48) (1 ,522 ,008.58) (72 ,246 ,330.06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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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44 ,515.56 82 ,030 ,295.19 

主管会计应到
比YVd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