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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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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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审计。 
       

本报告期间：2016年01月01日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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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大集合 

成立日： 2012年3月2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9090238.08 

投资目标： 在锁定投资组合下方风险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可

转债投资管理，追求集合计划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理念： 1、通过利用可转债的债券特性，强调收益的安全性与

稳定性。 

2、利用可转债的股票特性，分享股市上涨所产生的较

高收益。 

投资基准： 天相转债指数收益率×50% +中债综合财富指数收益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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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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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托管部门联系人：  方韡 

联系电话：  4006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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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柏基 

项目合伙人：  姜昆 

联系电话： 86 (10) 6533 2342 

传真： 86 (10) 6533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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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7.83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401,202.74 

加权平均每份额本期已实现净收益 0.0312 

期末资产净值 10,929,575.92 



 

期末每份额净值 1.2023 

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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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2.61% 2.02% 

过去六个月 1.14% 0.77% 0.37% 

过去一年 0.12% -4.10% 4.22% 

合同生效日至今 72.89% 18.72% 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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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登记日 收益分配方案 

2012-09-17 0.05 

2013-01-22 0.01 

2014-04-24 0.0147 

2015-03-17 0.2206 

2016-03-16 0.1711 

 

 



 

三、 管理人报告 

1、 投资结果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1.2023 元，累计单位净值 1.6687

元，本期集合计划收益率增长 0.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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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 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2016 年，宏观经济尽管面临各种压力，但房地产去库存效应明显、供给侧

改革执行力度超预期，使得经济总体上走出了“通缩”特征，工业企业利润大

幅改善，经济内在动力温和走强。全年实现 GDP6.7%的增长，实属不易。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各类风险的出现也不容忽视。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出现泡

沫化倾向、金融企业去杠杆压力增加以及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去全球化带来的压

力都使得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2016 年股市的走势不尽人意。过去几年股市大幅上涨形成的估值压力的持

续存在以及年初股指熔断导致的大幅下跌，都使得 A 股市场投资者信心受到重

创；债市在金融行业持续加杠杆的背景下大部分时间表现较好，但在年末遭受

去杠杆重创。全年来看，上证指数下跌 12.31%，沪深 300 指数下跌 11.28%，

中小板指数下跌 22.89%，创业板指数下跌 27.71%。 

 

账户在 2016 年操作总体上以控风险为主，考虑到可转债的股性和债性都不

具有优势，账户资产配置主要以股票为主。虽然账户的跌幅控制较好，全年取

得正收益，但对经济复苏的预期估计不足和对市场的过于谨慎，股票在底部加

仓的力度不足；同时在选股方面，对优质股票的持仓力度不够，影响了净值的

总体表现。 

2) 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通过 2016 年的供给侧改革，经济的内在活力有所增强，但经济 2017 年依

然面临较大的压力。经济去全球化的出现一定的苗头以及美元升值带来的压力

将对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形成较强的约束；内部来看，较高的房地产价格泡沫

化倾向明显、金融去杠杆的压力依然较大，国企改革的推进也面临诸多的不确

定性。因此，2017 年宏观经济将以稳增长和防风险并重。 



 

股票市场经过 2015 年和 2016 年的调整，成为各类资产中去杠杆较为彻底

的一类资产，势必得到资金的更多关注。但经过 2016 年的结构性分化，股票市

场选股的难度也在逐步增加，寻找结构性机会将成为 2017 年致胜的基本策略。

转债市场随着一级市场发行量的加大，转债估值逐步向合理方向靠近，账户将

择机开始配置转债。 

 

20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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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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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机参与可转债的交易性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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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89 0.78%  

债  券 0 0% 

基  金 266.93 0%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合计 3,884,274.62 27.73% 

其他资产 10,015,880.00  71.50%  

合  计 14,009,010.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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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47 山东黄金 1500 54,765 0.5% 

2 000759 中百集团 5800 53,824 0.49%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 2 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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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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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519888 
汇添富收益快

线货币A 
6572 65.72 0% 

2 519878 
国寿安保场内

实时申赎 
6535 65.35 0% 

3 519898 
大成现金宝货

币A 
6075 60.75 0% 

4 519858 
广发现金宝场

内货币A 
5744 57.44 0% 

5 519808 
嘉实保证金场

内申赎货 
1767 17.67 0%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共持有 5 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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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7,034.28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624,827.66 

红利再投资份额 1,648,264.68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8,519,888.54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9,090,2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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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中信证券可转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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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640 

 

七、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文件    

2、《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3、《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4、《中信证券可转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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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可转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资报告》 

7、中信证券可转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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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1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