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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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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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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基本资料 

名称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代码 CAOO1B 

成立日 2015年4月30日 

30, 405, 136. 25份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存续期 无圈定期限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权益类资产，通过对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以 

平滑整体投资组合波动性，以获取中长期稳定的收益． 

投资策略 1-. 资产配置策略 

本集合计划将在把握宏观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动态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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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地确保计划资产的安全 

提升收益． 

2、股票投资策略 

主要投向 A 股市场以银行股为主的金融类股票，秉承价值投资

的核心理念，充分把握金融股的估值优势，享受金融改革红利，在

充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对仓位的灵活调整和对个券的研究筛

选．追求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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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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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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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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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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处置融入方质押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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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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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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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文号 中基协备案函 (2015J 799号 

管理人 世纪证券有限贵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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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 

名称：世纪证券有限贵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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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n.csco.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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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69675 

传真： (010) 65169555 

网址：http:// www. cgbchina. corn.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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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1 人民币元） 

期初单位资产净值 0. 8907 

期末单位资产净值 0. 5717 

期末单位累计资产净值 0.5717 

本年己实现收益 8, 422,935.24 

期末资产净值 17,381,219.3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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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成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计划单位净值为0.5717元沪

累计单位净值为0.57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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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市场与产品运行回顾 

以）2018年度，本产品的业续以及与主流指数的对比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益率（%) 最大回撤〔％) 

J151230. OF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 35. 81% 41. 47% 

000001. SF1 上证综指 2生 59% 30. 24% 

399001. SZ 深证成指 34. 42% 38.08% 

399005. SZ 中小饭指 3了 75% 39.73% 

399006. SZ 创业板指 28』65% 36.59% 

000300. SF1 沪深300 25.31%% 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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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指数中的4个．就风险的度量来看，最大回撤大于五大指数的最大回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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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82018.12.3工）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大回撤〔％) 收益率（%) 

J151230. OF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 19,73% 月1 日9% 

000001. SH 上证综指 13. 56% 302咬％ 

399001. Sz 深证成指 28.90% 385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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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005. SZ 中小板指 30. 02% -42. 48% 

3,9006.sz 创业板指 41.09% 性745% 

000300. Sf1 沪深300 3,21% 3188% 

2、 2019年度投资策略 

投资主办人认为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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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位管理；投资主办人将结合对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判断和入股市场的估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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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体系合理，核心原材料部件不会受制于供应商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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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未来业绩确定性较大： 

e) 管理层理性、坦诚、稳健、积极进取： 

f〕历史上的净资产收益率稳定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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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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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严格遵守监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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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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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管理层及首席风险官

风险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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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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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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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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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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投资组合报告 

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票 0 0. 00 

债券 0 0. 00 

基金 0 0. 0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 0. 00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17,119,558.10 98. 00 

应收利息 33, 089.08 0. 19 

存出保证金 316, 226. 12 1.81 

其他资产 0 0. 00 

合计 17, 468, 873.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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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本集合计划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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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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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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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况，405八84. 86 报告期初份额总额 

报告期间总参与份额 0.0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 0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1,000,048.61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30, 405, 1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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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 

4、管理人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将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停牌股票‘中兴通讯’的估值价

格下调为 25. 36 元．并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再次对才中兴通讯’的估值价格进行了调整，调

整后的估值价格为 20. 04 元．详情请查阅相关公告．2018 年 6 月 13 日．中兴通讯正式复牌，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管理人已将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中兴通讯’全部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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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一、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土、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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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白玉尊金融为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验证报告》，天健验[2015]3-36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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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832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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