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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卓越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季度报告 

（2016 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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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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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 
 

第二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中信证券卓越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开放式、非限定性、无固定存续期限 

成立日： 2011年5月19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33,118,361.71 

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流动性的基础上，寻找具有持续发展

能力、巨大发展潜力和较大投资价值的中小市值股票进

行投资 

投资理念： 未来中国经济将在持续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对

于那些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市值上市公司，可以借此机

会实现快速发展。基于此，本集合计划将寻找具有持续

发展能力、巨大发展潜力和较大投资价值的中小市值股

票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高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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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准： 75%×中证700指数收益率+25%×中证全债指数收益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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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86,428.41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20,453,623.08 
加权平均每份额本期已实现净收益 0.0952 
期末资产净值 365,155,508.91 
期末每份额净值 1.5664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2.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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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 3.25%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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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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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09月30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5664元，累计单位净值2.4553

元，本期集合计划收益率增长 10.53%。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张晓亮，男，1981 年出生，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曾在三星经济研究所、渤

海证券研究所从事消费电子、通信、计算机等行业研究，2010 年加入中信证券

资产管理部，历任行业研究员、社保组合投资助理，现任中信优选成长、卓越成

长、贵宾 1 号、贵宾 2 号集合计划投资主办人。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市场回顾：三季度股市总体区间震荡，结构分化明显，期间上证指数上涨

2.5%，创业板指下跌 2.7%，中证 700 指数上涨 3.5%。其中，房地产、家电、建

材、建筑、轻工等行业涨幅居前；计算机、有色金融、国防军工跌幅居前。 

投资操作：总体保持仓位 80%以上，重点是选行业、选股票，主要布局了估

值合理且业绩稳健增长的家居、建材、装饰、家电、食品饮料、轻工、TMT、

医药等，获得一定正收益。 

2、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市场展望：四季度，我们认为国内外经济启稳且有复苏迹象，美国年底加息

概率较大，预计股票市场仍处于震荡阶段，结构性行情还会有不少。近期多个城

市及金融部门地产调控政策密集出台，地产调控政策将对一二线城市的房价短期

启稳会有效果，甚至会带来局地区域的房价下跌。在货币政策稳定的前提下，投

资房产与投资股市的资金在短期有可能出现跷跷板效应。股市若有更大的机会，

可能是来自于供给侧改革、国企改革等中长期改革政策的有效推进。风险点在于，

全球经济若启稳，年底美国若加息，市场可能担心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可能

难以持续。 

投资策略：我们继续坚持中长线选股的角度，以 GARP 策略为核心，选择

成长性与估值相匹配的股票。重点关注家居、食品、医药、广告、电子等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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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同时也关注建材、造纸、机械等竞争格局正在变好的传统行业。对市场中

性偏乐观，仓位略有提高，寻找结构性机会仍是四季度的重点。 

四、风险控制报告 

    2016 年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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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320,458.91 85.34% 
债  券 0 0% 
基  金 11,251,580.46 3.01%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37,032,594.87 9.90% 
其他资产 6,590,720.30 1.76% 
合  计 374,195,354.5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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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71 东方雨虹 1019500 26,170,565 7.17% 
2 300058 蓝色光标 2284290 24,624,646.2 6.74% 
3 002081 金螳螂 1582800 19,056,912 5.22% 
4 000786 北新建材 1436400 16,834,608 4.61% 
5 002078 太阳纸业 2575700 16,716,293 4.58% 
6 000858 五粮液 453300 15,122,088 4.14% 
7 002400 省广股份 1035030 14,624,973.9 4.01% 
8 002236 大华股份 877500 13,610,025 3.73% 
9 000488 晨鸣纸业 1445700 13,257,069 3.63% 
10 002572 索菲亚 187848 11,624,034.2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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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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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150176 
银华恒生国企

指数分级

(QDII)B 
10176700 8,182,066.8 2.24% 

2 150158 信诚中证800金
融指数分级B 4065581 3,069,513.66 0.84%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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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295,727.37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61,496,591.68 
红利再投资份额 -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33,673,957.34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33,118,3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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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18日发布《关于增加诺亚正行（上海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中信证

券卓越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销机构的公告》，详见链接：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910699 

2、2016年9月26日发布《关于增加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中信证券卓越成长集合资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391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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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计划代销机构的公告》，详见链接：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401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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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                                                     

 

http://www.cs.ecitic.com/news/newsContent.jsp?docId=4017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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