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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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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有关规定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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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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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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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间：2018年1月01日至201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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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一、基本资料 

名称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代码 CA0012 

成立日 2015年l月6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7, 153, 428. 06份 

存续期 无固定期限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投资组合在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动态配置股票、基金、 

债券、ETF 等证券品种优选投资组合的基础上，适当通过股指期货、 

融资融券等金融衍生产品对冲系统性风险，追求合伙企业资产的长

期稳定增值。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

收益，以实现投资者长期收益的 大化。 

投资策略 1． 资产配置策略 

在具体的资产配置过程中，本集合计划将根据量化工具动态判

断组合的风险程度和收益特征，决定本集合计划资产在股票、基金、 

债券、现金等金融资产上的分布，并进行动态配比以规避系统性风

险的影响， 大限度地确保计划资产的安全提升收益。 

2． 股票投资策略 

管理人通过对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及相关指标（如利率走势、通

货膨胀预期等）的综合分析，首先决定重点投资的行业、板块、投

资主题等。其次，依据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估值

指标，然后根据各个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和预期的成长性，进行全

面的估值分析，确定公司的合理估值水平，对目前估值水平明显较

低、或相对合理、潜在投资收益率较高的上市公司进行重点投资。 

后，根据个股相对市场指数的超额业绩和流动性水平（换手率、成

交金额等）对每个股票的投资额度进行重新考察，追求整个股票组合

具有明显的相对市场指数的超额收益和合适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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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坚持“自下而上”的精选策略，通过对上市公司基本面

的深度研究， 根据对上市公司的投资评级和业绩增长预期、重点公

司的实地调研等手段选择质地优良的股票构建股票池。 

其中基本面研究主要包括： 

a 公司具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并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商业

模式； 

b 公司所处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在本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具有竞争优势。体现在企业具有独特资源与技术，具有一定品牌价

值，也可以体现在管理、研发、营 、渠道网络等一个或多个方面； 

C 公司治理结构良好，未受到监管机构处罚。重点从公司股权

结构、激励制度、组织框架、董事会与管理层的独立性，信息透明

度等方面定性分析； 

d 财务指标表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业绩成长性等。 

3、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管理人通过对收益率、流动性、信用风险和风险溢价等因素的

综合评估，合理分配固定收益类证券组合中投资于国债、金融债、 

企业债、短期金融工具等产品的比例，构造债券组合。 

管理人将根据“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对宏观

经济和债券市场的走势做出分析，在保持债券组合低波动性的前提

下，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参与市场所提供的投资机会，为持有人获取

更高的收益。 

“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就是管理人通过对基本面和资金面的

分析，对债券市场走势做出判断，确定债券组合配置。根据中长期

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周期性特征，对收益率的未来变化趋势做出

判断，从而对债券组合配置进行动态调整，有望获取稳定的投资收 

益。 

“自下而上”的分析方法就是管理人通过对个券的分析来选择

投资品种。主要根据各品种的收益率、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指标， 

挑选被市场低估的品种。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有望获取稳定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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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4、股票质押回购交易投资策略 

管理人制定了严格的标的证券选择标准，根据宏观发展状况、 

经济周期、产业政策等动态分析，选择业绩优良、流动性较好的证

券作为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的标的证券。 

管理人在对融入方进行财务状况、资产状况、风险偏好、资金

用途和信用状况等有关信息综合评定融入方的信用等级，选择资质

良好的融入方进行交易。 

管理人在考虑上市公司基本面、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因素

的基础上，对证券的风险因素进行良好测定，利用世纪证券质押率

测算模型计算标的证券质押率，并建立履约保障机制和处理预案。 

依据客户资信情况和担保品资质等情况，明确对应的履约保障机制

和应处理措施。当融入方质押证券市值不足、资金交收违约或发生

影响其履约能力的重大事件时，采取要求融入方补交担保品、处置

质押的股票或者要求客户提前购回等措施。如处置融入方！贡押证券

后仍不足初始交易金额的，向融入方追索。 

5、现金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以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石出，采用稳健的投资组合策略， 

通过对现金类管理工具的组合操作，在保持本金的安全性与资产流

动性的同时，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 

6、基金投资策略 

针对指数型基金：重点投资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交易的股指

期货合约对应的指数相关性较强的指数型基金。 

针对一般的 放式基金：首先重点通过以下因素评估和选择基

金公司： 

公司守法遵规情况、投资文化、投资结构、风险控制、管理规

模和整体业绩、投资团队的投资风格及稳定性等。其次，在精选公

司的基础上，对基金的投资绩效、投资绩效的持续性、风险、评级

情况、费率、规模及风格特征、流动性等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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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出能为整体资产带来超额回报的基金进行投资。 

批复文号 中基协备案函〔2015) 126号 

管理人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托管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一、管理人 

名称：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41 楼 

法定代表人：姜昧军 

成立时间：1990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7 亿元人民币 

电话： (0755) 83199599 

传真： (0755) 82946421 

网址: http://www. csco. corn. cn  

：、托管人 

托管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13 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注册资本：154 亿元人民币 

联系电话： (010) 65169831 

传真： (010) 65169555 

网址: http:// www. cgbchina.com.cn  

四、相关服务机构 

本计划的相关服务机构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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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期初单位资产净值 1. 4258 

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1.2239 

期末单位累计资产净值 1.2239 

本期己实现收益 930, 941.55 

期末资产净值 8, 754, 855. 01 

收益分配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没有进行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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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管理人报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业绩表现 

本集合计划于2015年1月6日成立，截至2018年3月31日，本计划单位净值为1. 2239元， 

累计单位净值为1. 2239元。 

投资主办人简介 

牛杰：同济大学工学学士、英国诺丁汉大学MBA，具有多年企业投融资经验，对企业本

身有着较为独特的理解。拥有投资主办人资格、证券从业资格。先后就职于中国电子器材总

公司、江西省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北京阳光易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任世纪证券资产

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及投资主办人。 

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 2018年第一季度市场与产品运行回顾 

(1) 2018年第一季度，本产品的业绩以及与主流指数的对比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益率（%) 大回撤（%) 

J150066. OF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 一14. 16% 一23. 32% 

000001. SH 上证综指 一4. 18% 12. 28% 

399001. SZ 深证成指 一1.56% 一13. 84% 

399005. SZ 中小板指 一1.47% 一12.66% 

399006. SZ 创业板指 8. 43% 一12.35% 

000300. SH 沪深300 一3. 28%% 一12.51% 

本季度，就绝对收益而言，本产品的绝对收益为负。就相对收益而言，本产品跑输5个

主流指数，主要原因在于1季度市场波动较大和风格转换。就风险的度量来看， 大回撤也大

于五大指数的 大回撤。一季度产品收益表现一般。 

(2）自投资主办人上任以来的业绩与主流指数的对比如下（2016. 06. 18-2018. 03. 31):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益率（%) 大回撤（%) 

J150066. OF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 3. 18% 一23. 32% 

000001. SF1 上证综指 9. 84% 一12.2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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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01. SZ 深证成指 6. 74% 一14. 48% 

399005. SZ 中小板指 10. 77% 一16. 65% 

399006. SZ 创业板指 一10. 48% 一:30. 55% 

000300. SH 沪深300 25. 34% 一12.51% 

2、 2018年第二季度投资策略 

投资主办人认为2018年第二季度，国内股票市场的机会与风险并存，波动会继续加大， 

但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总体投资策略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通过长期投资中国的优秀企 

业，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努力为投资人创造超额收益。主要策略如下： 

(1）仓位管理：投资主办人将结合对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判断和A股市场的估值、流动性 

等来综合研判，确定较合理的仓位，并进行动态调整。 

(2）个股选择：以自下而上精选个股为主要策略，个股主要选取标准如下： 

a）有独特的、未来不易被模仿的竞争优势； 

b）所处行业变化缓慢，或者进入门槛较高或者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被颠覆： 

C）未来业绩确定性较大： 

d）管理层理性、坦诚、稳健、积极进取； 

e）历史上的净资产收益率稳定； 

f）相对估值处于历史底部区域或股价目前处于绝对估值的合理区间。 

3、事件驱动类套利作为辅助策略：投资主办人也会关注市场上的事件驱动类套利机会， 

在风险可控、可承受的情况下，积极参与。 

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管理报告 

1、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合规性声明 

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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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合同以及管理人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制度的相关规定， 

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致力于投资者利益的 大化。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运作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集合计

划份额持有人权益的行为，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2、风险管理报告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建立了董事会及其下设风险控制委员会一经营管理层及首席风险官

一风险管理部门一各部门、分支机构、子公司为主体的四级风险管理组织体系。管理人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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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管理、逐日盯市、实时监控、绩效评估、定期与不定期检查等多种方式对本集合计划的

管理运作进行风险管理，并通过风险监控与风险预警机制，重点监控本集合计划各项风险控

制指标是否符合监管规定和公司规定，是否存在损害集合计划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及时发现

和处理本集合计划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风险。对报告期内发现的风险事项，管理人内部风险管

理部门按规定及时进行风险揭示，并督促相关部门及人员及时采取风险管理应对措施予以解

决。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管理人相关制度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及说明书的要求，对集合计划进行运作管理；本集合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 

投资权限管理等各方面均符合有关规定要求；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

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情况；相关信息披露和财务数据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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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投资组合报告 

一、期末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石 
股 万专 5,855,314.00 66. 05 

债券 0. 00 0.00 

基金 0. 00 0. 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0. 00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2, 623, 120. 99 29. 59 

应收利息 29, 657. 96 0.33 

存出保证金 357, 218. 86 4. 03 

其他资产 0.00 0.00 

Z、．;'J- 
【二 J 曰 8,865, 311.81 100. 00 

说明：其他资产包括应收股利、应收申购款、应收证券清算款和其他应收款。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
 
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净值％ 

1 600522 中天科技 77, 000 945, 560. 00 10. 80 

2 600498 烽火通信 32, 000 919,040.00 10. 50 

;3 000063 中兴通讯 29, 500 889, 425. 00 10. 16 

4 002008 大族激光 16, 000 875, 200. 00 10. 00 

成
口
  

000333 美的集团 15, 500 845, 215. 00 9.65 

6 000725 京东方A 158, 000 840, 560. 00 9.60 

7 002456 欧菲科技 20, 000 405, 200. 00 4.63 

8 600585 海螺水泥 4, 200 135,114.00 1. 54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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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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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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初份额总额 6, 477 , 249. 82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676 , 178.24 

红利再投资份额 0.0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了‘
、
  

0
 
'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了，153 ,4艺8.()6 

第七节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相关事项 

1、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及托管人在本报告期内没有发生涉及本集合计划管理人、财产、 

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2、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办公地址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变更。 

3、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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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S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2、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 S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5' 《世纪白玉尊宏观盛世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证报告》，天健验12015] 3-2号 

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查阅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40层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热线电话：400832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