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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季度报告 

（2016 年第一季度）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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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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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第二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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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25,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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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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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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利润 -6,600,870.95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7,868,302.07 

加权平均每份额本期利润 -0.1823 

期末资产净值 43,026,672.18 

期末每份额净值 1.1684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6146 

二、本期每份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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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个月 -12.02% -9.58% -2.4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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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管理人报告 

一、业绩表现  

截至 2016年03月 31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1684元，累计单位净值 1.6146

元，本期集合计划收益率增长-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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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刘琦，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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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1 季度经济在边际上出现一定改善，1 月信贷出现历史天量，2 月份开始房

地产销量快速增长、供给侧改革政策稳步推进。但股市开局在熔断政策、大小非

减持、人民币贬值预期下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尽管随后在经济边际改善、人民币

贬值预期趋稳、货币政策降准刺激下，市场出现回暖，但总体上依然呈现较大幅

度下跌。期间，上证指数下跌 15.12%，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3.75%，中小板指数

下跌 18.22%，创业板指数下跌 17.53%。账户虽然在年初保持谨慎的心态，但受

1 月份熔断的影响，没有机会减仓，导致开局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但在随后市

场企稳、风险偏好上升的过程中积极操作，使得亏损有所减少。 

2、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2 季度，经济能否持续恢复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政策上来看，稳增长、

调结构依然是政策主基调；国内流动性预计还会受到美元加息预期的制约。 

股票市场重塑信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股市经过前期大幅下跌之后，部分股

票开始显现出长期价值。 

2 季度，本集合计划将保持相对积极的心态，在严格控制账户风险的同时，

处理好市场风险偏好提升和市场尾部风险释放的矛盾；在加强资产配置的灵活度

和操作的有效性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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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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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控制报告 

    2016 年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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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35,688,258 81.04% 

债  券 0 - 

基  金 3,381,673.25 7.68%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4,864,096.57 11.05% 

其他资产 104,715.11 0.24% 

合  计 44,038,742.93 100%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600271 航天信息 50600 2,945,426 6.85% 

2 002230 科大讯飞 76200 2,128,266 4.95% 

3 300068 南都电源 110400 1,946,352 4.52% 

4 300073 当升科技 51800 1,722,350 4% 

5 002572 索菲亚 37600 1,623,568 3.77% 

6 002508 老板电器 33700 1,549,863 3.6% 

7 600661 新南洋 46400 1,476,912 3.43% 

8 300263 隆华节能 88400 1,447,108 3.36% 

9 002292 奥飞动漫 31600 1,286,436 2.99% 

10 300059 东方财富 28700 1,271,410 2.95%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四、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基金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519505 海富通货币A 2227123.14 2,227,123.14 5.18% 

2 150153 
富国创业板指

数分级B 
424300 436,180.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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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2003 
易方达军工分

级 
373500 420,187.5 0.98% 

4 165511 
信诚中证500指

数 
259967 298,182.15 0.69% 

5 519888 
汇添富收益快

线货币A 
6 0.06 0%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5只基金。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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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36,634,863.34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144,358.44 

红利再投资份额 1,771,613.26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1,725,521.13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6,825,313.91 

 

第七节 重要事项提示 

一、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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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红利价值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四次分红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469601 

2、中信证券红利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485888 

3、中信证券红利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生效公告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511639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469601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485888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51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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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www.cs.ecitic.com 

热线电话：955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