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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证资管金麒麟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7 年第 2 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一、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

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

理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

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托管人已复核了本报告。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本报告未经审计。本报告期自2017年4月1日起至2017年6月30日止。 

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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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计划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兴证资管金麒麟核心优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简称: 兴证资管金麒麟核心优势 

产品类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计划运作方式：通过筹集委托人资金交由托管人托管，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统一管理

和运用，投资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投资品种，并将投资收益按比例分配给委托人。 

投资目标：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于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同时积极关注定向增发上市

公司股票的投资机会，分享核心竞争力优势企业高速增长带来的投资收益，追求集合计划资

产的长期稳健增值。 

比较基准：本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指数收益率×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 

风险收益特征：本集合计划属于“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 

合同生效日、成立日期：2012年 9月 4日 

成立规模：1,056,856,979.72 

存 续 期：不设固定存续期限 

管理人：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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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7年4月1日－2017年6月30日 

1 本期利润 48,210,683.44 

2 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18,894,865.94 

3 加权平均计划份额本期利润 0.0602 

4 期末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725,779,745.61 

5 期末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043 

6 期末累计单位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1.451 

7 本期单位净值增长率 6.5373% 

注：“加权平均单位集合计划本期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n 

加权平均单位集合计划本期利润＝P/[S0+ ∑  (ΔSi*(n-i)/n)] 

                                     i=1 

其中：P为本期利润，S0为期初集合计划单位总份额，n为报告期内所含的交易天数，i

为报告期内的第i个交易日，ΔSi＝i交易日集合计划单位总份额－(i-1)交易日集合计划单

位总份额。 

所述集合计划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交易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

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二）集合计划净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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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本集合计划业绩比较基准“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

×75%+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25%”增长率为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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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合计划管理人报告 

（一） 投资主办简介 

杨定光：权益投资部总监。同济大学经济学硕士。投资风格主要以价值投资理念为核心，

采用自下而上的选股思路，偏好于二三线蓝筹，市场趋势和板块轮动预判能力较好，操作灵

活，作风硬朗。 杨定光先生管理的玉麒麟2号是2012年同类收益率冠军、2012~2014年同类

复合收益率亚军；杨先生是《中国基金报》首届“中国最佳投资经理”三年期权益投资主办、

“中国基金英华奖”三年期最佳投资主办获得者。其率领的兴证资管权益投资团队荣获2015

年《证券时报》“中国最佳权益投资团队”奖。 

 

包丽华：权益投资部资深投资主办。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管理学硕士。对银行、保险和

纺织服装等行业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特点是研究功底扎实，分析工

作精细，投资逻辑缜密。包女士主办的金麒麟5号获得“2012~2014三年期金牛券商集合资管

计划”奖。 

 

（二） 2017年第二季度投资主办报告  

1、2017年第二季度行情回顾及运作分析  

二季度市场先调整，后反弹，整体指数上下震荡格局明显，个股走势分化严重；操作上

我们重点把握了4月份市场调整的机会进行了有效加仓，产品净值表现较好。 

2、2017年第三季度展望与投资策略 

展望后续市场，我们认为后续市场走势依然会在稳中求进的节奏中进行，十九大之前市

场可操作性较强，市场活跃度会保持在较好水平；价值股虽然整体依然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

置，但估值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择股难度加大；当前国际政治、国内经济、资金流动性等方

面都是极为复杂的，因此紧盯各种市场变化是很重要的，整体判断在十九大之前金融去杠杆、

流动性偏紧的情况会有所缓解，指数波动幅度不会太大，比较有利于择股操作；就操作层面

而言，未来个股分化会继续加大，依然会是择股行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投

研优势，深度研究个股，挖掘个股性投资机会。 

第一，我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通胀和经济下滑的相对被动局面，房地产调控效果

立竿见影，销售数据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在稍稍转暖以后，2017年下半年会再次走弱，经

济下滑压力会持续增加，而通胀的压力会同时产生，宏观调控回旋余地进一步减少；但同时

也应该看到，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抑制资产泡沫，逐步由节奏的在债市、房地产等多领

域去杠杆，虚拟经济领域杠杆压力逐步释放，去杠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这都是积极有利的

一面，基于此判断，我们认为中期内中国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概率较小，中国用房价上涨的代

价换来了杠杆降低的成果，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 

第二，政府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态度依然不变，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控制再融资、

加速市场化改革的IPO、保护股市平稳发展的决心不变，而且现在对市场的控制力已经大幅

加强，有利于市场平稳发展； 

第三，对股市而言，整体流动性目前依然处于中性偏宽松状态，对权益投资的机构资产

配置需求在增加，以保险、银行为首的机构入市节奏在加快； 

第四，相对于目前的利率水平，市场整体估值不高，我们认为大多数蓝筹的估值还是偏

低的； 

第五，目前大部分中小创个股的估值依然很高，大量个股依然是纯主题炒作、游资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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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调整风险巨大，这个市场不适合非专业选手，非专业选手后面依然会出现较大亏损概

率；特别是IPO加速以后，壳价值会逐步降低； 

第六，2017年市场蕴含着各种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市场利率上行、债券市场去杠杆带来

的流动性风险，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战，欧洲经济政治的稳定性问题，国内经济

下滑带来的信用风险，同时美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未来调整压力不小。 

虽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经历过2015年去杠杆洗礼和2016年持续盘整的中国

股市，稳定应该是主旋律，操作上会逐步从谨慎走向乐观，择股上会坚持积极投资估值优势

明显的优质蓝筹股，仓位上继续灵活处理；注重寻找确定性机会，注重个股风险防范，加强

个股波段操作；对于没有业绩支撑的个股板块，我们会极力规避，避免踩雷；我们的操作策

略基本会长期围绕着蓝筹板块做择股择时，波段操作。 

我们认为后期的投资重点：主线依然以稳定增长兼高比例分红的优质蓝筹，这类股的特

点是估值低估或者合理，分红率高，业绩经营稳健，管理层优秀，特别是行业前景较好、公

司发展趋势较好、经营管理优秀行业龙头；同时我们会加强优质价值成长股的研究和配置，

2017年部分优质成长股应该会率先复苏。 

我们依然会坚持价值投资，坚持复合收益理念，坚持绝对收益理念，不论市场多么喧嚣，

始终保持冷静的判断和坚持客户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刻意追求排名，不冒进，不消极；我们

将始终保持一份对市场敬畏的态度，谨慎乐观，希望通过积极主动操作策略不断为客户创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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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合计划风险控制报告 

1、集合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公司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为集合计划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本集合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

有关法规的规定。 

2、风险控制报告 

展望后续市场，我们认为后续市场走势依然会在稳中求进的节奏中进行，十九大之前市

场可操作性较强，市场活跃度会保持在较好水平；价值股虽然整体依然会处于相对有利的位

置，但估值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择股难度加大；当前国际政治、国内经济、资金流动性等方

面都是极为复杂的，因此紧盯各种市场变化是很重要的，整体判断在十九大之前金融去杠杆、

流动性偏紧的情况会有所缓解，指数波动幅度不会太大，比较有利于择股操作；就操作层面

而言，未来个股分化会继续加大，依然会是择股行情，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我们自身的投

研优势，深度研究个股，挖掘个股性投资机会。 

第一，我们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面临通胀和经济下滑的相对被动局面，房地产调控效果

立竿见影，销售数据出现了明显下滑，经济在稍稍转暖以后，2017年下半年会再次走弱，经

济下滑压力会持续增加，而通胀的压力会同时产生，宏观调控回旋余地进一步减少；但同时

也应该看到，中央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抑制资产泡沫，逐步由节奏的在债市、房地产等多领

域去杠杆，虚拟经济领域杠杆压力逐步释放，去杠杆已经取得初步成果，这都是积极有利的

一面，基于此判断，我们认为中期内中国经济出现大的危机概率较小，中国用房价上涨的代

价换来了杠杆降低的成果，应该是有一定效果的； 

第二，政府保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态度依然不变，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控制再融资、

加速市场化改革的IPO、保护股市平稳发展的决心不变，而且现在对市场的控制力已经大幅

加强，有利于市场平稳发展； 

第三，对股市而言，整体流动性目前依然处于中性偏宽松状态，对权益投资的机构资产

配置需求在增加，以保险、银行为首的机构入市节奏在加快； 

第四，相对于目前的利率水平，市场整体估值不高，我们认为大多数蓝筹的估值还是偏

低的； 

第五，目前大部分中小创个股的估值依然很高，大量个股依然是纯主题炒作、游资炒作，

它们的调整风险巨大，这个市场不适合非专业选手，非专业选手后面依然会出现较大亏损概

率；特别是IPO加速以后，壳价值会逐步降低； 

第六，2017年市场蕴含着各种不确定性，主要包括市场利率上行、债券市场去杠杆带来

的流动性风险，国家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战，欧洲经济政治的稳定性问题，国内经济

下滑带来的信用风险，同时美股估值已经处于历史相对高位，未来调整压力不小。 

虽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我们认为经历过2015年去杠杆洗礼和2016年持续盘整的中国

股市，稳定应该是主旋律，操作上会逐步从谨慎走向乐观，择股上会坚持积极投资估值优势

明显的优质蓝筹股，仓位上继续灵活处理；注重寻找确定性机会，注重个股风险防范，加强

个股波段操作；对于没有业绩支撑的个股板块，我们会极力规避，避免踩雷；我们的操作策

略基本会长期围绕着蓝筹板块做择股择时，波段操作。 

我们认为后期的投资重点：主线依然以稳定增长兼高比例分红的优质蓝筹，这类股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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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估值低估或者合理，分红率高，业绩经营稳健，管理层优秀，特别是行业前景较好、公

司发展趋势较好、经营管理优秀行业龙头；同时我们会加强优质价值成长股的研究和配置，

2017年部分优质成长股应该会率先复苏。 

我们依然会坚持价值投资，坚持复合收益理念，坚持绝对收益理念，不论市场多么喧嚣，

始终保持冷静的判断和坚持客户利益至上的原则，不刻意追求排名，不冒进，不消极；我们

将始终保持一份对市场敬畏的态度，谨慎乐观，希望通过积极主动操作策略不断为客户创造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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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集合计划财务报告 

(一)集合计划会计报表 

1、集合计划资产负债表 

期间：2017年4月1日－2017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期        末 季        初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 

期         末 季            初 

 余       额 余         额  余         额 余            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37,865,569.85 36,908,364.06 短期借款 - - 

结算备付金 3,561,812.47 3,739,355.73 
交易性金融负

债 
- - 

存出保证金 426,349.83 413,212.83 衍生金融负债 - - 

交易性金融资

产 
702,281,493.63 816,690,029.90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 - 

其中：股票投

资 
650,058,082.59 383,950,841.08 

应付证券清算

款 
15,366,059.16 5,492,565.46 

      

债券投资 
- - 应付赎回款 4,090,346.91 898,919.28 

     

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 

- 

 

- 

 
应付赎回费 - - 

基金投资 
52,223,411.04 

 
432,739,188.82 

应付管理人报

酬 
629,975.57 762,452.94 

衍生金融资产 - - 应付托管费 156,473.63 190,613.22 

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应付销售服务

费 
- - 

应收证券清算

款 
2,604,364.26 - 应付交易费用 705,793.20 511,467.48 

应收利息 8,639.83 14,295.38 应付税费 - - 

应收股利 - 1,686,182.68 应付利息 - - 

应收申购款 - - 应付利润 - - 

其他资产 - - 其他负债 19,835.79 39,863.10 

   负债合计 20,968,484.26 7,895,881.48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696,137,887.07 869,812,665.35 

      未分配利润 29,641,858.54 -18,257,106.25 

   
所有者权益合

计 
725,779,745.61 851,555,5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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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合计: 746,748,229.87 859,451,440.58 
负债与持有人

权益总计： 
746,748,229.87 859,451,440.58 

  

 

2、 集合计划经营业绩表 

期间：2017年4月1日－2017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本年累计数 

一、收入 51,781,353.79 67,058,237.12 

1、利息收入 87,617.62 1,446,040.11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87,617.62 317,503.68 

      债券利息收入 - -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 1,128,536.43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22,376,629.05 38,303,465.65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5,109,508.08 28,480,358.53 

      债券投资收益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基金投资收益 2,258,893.95 4,814,880.10 

      权证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5,008,227.02 5,008,227.02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损失以"-"填列） 
29,315,817.50 27,296,143.38 

4、其他收入（损失以"-"

填列） 
1,289.62 12,587.98 

二、费用 3,570,670.35 7,266,640.82 

1、管理人报酬 1,977,519.92 4,335,225.81 

2、托管费 494,380.00 1,083,806.47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1,041,377.54 1,753,199.55 

5、利息支出 - -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支出 
- - 

6、其他费用 57,392.89 94,408.99 

三、 利润总额 48,210,683.44 59,791,59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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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1、资产组合情况 

日期：2017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 

项             目 期末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及备付金 41,427,382.32 5.55 

股票投资 650,058,082.59 87.05 

债券投资 -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基金投资 52,223,411.04 6.9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他资产 3,039,353.92 0.41 

资产合计 746,748,229.87 100.00 

  

 

2、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证券明细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库存数量 证券市值 市值占净值(%) 

300144 宋城演艺 3,431,763.00 71,620,893.81 9.87 

002191 劲嘉股份 7,631,877.00 71,434,368.72 9.84 

002174 游族网络 2,241,455.00 71,188,610.80 9.81 

002152 广电运通 8,415,726.00 69,934,683.06 9.64 

600060 海信电器 4,362,254.00 66,175,393.18 9.12 

600566 济川药业 1,411,000.00 53,660,330.00 7.39 

600016 民生银行 4,990,356.00 41,020,726.32 5.65 

601021 春秋航空 1,054,989.00 35,479,280.07 4.89 

000550 江铃汽车 1,677,849.00 34,731,474.30 4.79 

000543 皖能电力 4,488,120 26,165,739.60 3.61 

  

3、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2)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规定范围之外

的证券。 

 

七、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期初总份额（份） 
期间参与份额（份

） 

期间退出份额（份

） 
期末总份额（份） 

869,812,665.35 733,831.92 174,408,610.20 696,137,8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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