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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

的指导意见》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本报告由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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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01 月复核

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投资组合报告和投资收益分配情况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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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合同和说明书。

本报告相关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由 2019 年 10 月 0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本报告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第 1 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1、计划名称： 德邦心连心掘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计划类型： 混合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计划交易代码 CE1058

4、计划成立日 2016-04-06

5、成立规模 30,007,648.00 份

6、报告期末计划份额总额 2,000,660.00 份

7、计划合同存续期 无固定期限

第 2 节 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经理简介

崔明龙 资产管理总部投资部；投资经理

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硕士，多年证券从业经历，长期从事股票投资交易相

关研究等事务，现任德邦证券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理，负责股票量化投资工作，

擅长股票数据的规律挖掘与建模，涉及多因子策略，模式识别，股指期货套利

等策略的研发。

二、业绩表现

截止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0.8827。报告期内，产

品季度净值增长率为 1.55%。

三、份额变动

报告期初份额总额为 2,000,660.00 份，报告期间申购份额为 0 份, 报告

期间赎回份额为 0 份，红利再投资份额为 0.00 份，报告期末份额总额为

2,000,660.00 份。

四、投资回顾与展望

四季度行情回顾：

股票市场在整个 4 季度保持了震荡上行的走势，WIND 全 A 整体涨幅达

6.96%。其中上证综指涨幅为 5.07%，深证成指涨幅为 10.31%，创业板涨幅为



10.31%，市场交易量保持活跃。市场风格上看创业板走势明显强于上证综指等

主板走势，在本季度前 2 个月的时间中，创业板震荡幅度较主板更加平稳。其

中 TMT 类、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以及周期类相关标的成为本季度内市场上行的

主要推动力量，蓝筹等核心资产冲高回落。受经济企稳回升预期以及中美贸易

谈判缓和等利好刺激，机构资金与北向国际资金入场速度加快，进入 12 月份以

后，市场三大指数整体上行，成交量逐步放大，12 月份整体走势略超预期，结

构上看依然是 TMT、新能源汽车、有色等标的表现明显。各大指数延续三季度

沪弱深强的格局，成长股继续领跑市场，除上证综指以外、其余指数均创下

2019 年度新高。

一季度行情展望：

中美贸易争端初步缓和，第一阶段协议达成有助于缓和外部风险，有利于

国内投资环境的稳定，短期经济基本面数据有所修复，加之目前市场流动性相

对宽松、做多情绪高涨，‘春季行情’或提前到来。长期来看消费电子、新能

源汽车相关板块有望继续上行，配置价值仍在，需关注的是市场资金处于超配

状态，短期板块涨幅过高或有获利了结压力，出现回调可关注板块内的结构性

机会。金融、制造业周期类、化工等均有较好的配置价值，但需规避个股业绩

爆雷风险。

风险提示：经济反弹不及预期、中美贸易摩擦、通货膨胀超预期及美伊矛

盾演化。

第 3 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资产总净值 1,765,978.63

期末单位净值 0.8827

期末累计净值 0.8827

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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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资产比例（%）

银行存款 186,587.60 10.48



清算备付金 81,367.51 4.57

存出保证金 1,724.78 0.10

股票投资 409,733.00 23.01

债券投资 35,989.90 2.0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00,010.00 56.17

应收利息 135.31 0.01

证券清算款 64,751.29 3.64

资产类合计 1,780,299.39 100.00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五名证券明细

序号 名称 份额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浦发银行 2,500 30,925.00 1.75

2 交通银行 5,000 28,150.00 1.59

3 建设银行 3,800 27,474.00 1.56

4 金 螳 螂 3,000 26,460.00 1.50

5 金风科技 2,200 26,290.00 1.49

三、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前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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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第 5 节 集合计划费用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人的管理费

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10】%，管理费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础，每日应计

提的管理费的计算公式为：

G＝ E×【0.10】%÷ 365

G为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

E为前一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

的财务数据，自动在季初的第【6】个工作日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

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

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

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



依据清算程序支付管理人尚未支付的管理费。

二、托管人的托管费

托管费的年费率为【0.04】%，托管费以前一日资产净值为基础，每日应计

提的托管费的计算公式为：

H＝ E×【0.04】%÷ 365

H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每日计提，按季支付。

由托管人根据与管理人核对一致的财务数据，自动在季初的第【6】个工作

日按照指定的账户路径进行资金支付，管理人无需再出具资金划拨指令。费用

自动扣划后，管理人应进行核对，如发现数据不符，及时联系托管人协商解决。

若因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则在不可抗力情形消除

后的首个工作日支付。产品终止后，依据清算程序支付托管人尚未支付的托管

费。

三、为维护集合计划资产的权利而发生的解决纠纷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律师费、仲裁费等。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五、银行结算费用、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交易费、转托管费、注册

登记机构收取的相关费用等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

银行结算费用，在发生时一次性计入集合计划费用；

开户费、银行账户维护费、交易费、转托管费在发生时一次计入集合计划

费用；

与集合计划运营有关的其他费用，在发生时一次进入集合计划费用。

上述计划费用中第三至五项费用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

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向托管行出具资金划拨指令支付。



第 6 节 收益分配情况

运作期间未发生收益分配。

第 7 节 重大事项情况

运作期间未发生重大事项。

第 8 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德邦心连心掘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2、《德邦心连心掘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3、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4、报告期内德邦心连心掘金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披露的各项公告；

5、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询方式

1、登载报告正文的管理人互联网网址： http://www.tebon.com.cn

2、计划报告置备地点： 上海市福山路 500 号 17 楼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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