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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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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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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自2020年1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第二节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概况 

名称：  中信证券沪港深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类型： 小集合 

成立日： 2017 年 1 月 5 日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9,859,996.32 

投资目标： 

本集合计划同时投资A股和“港股通”股票，通过积极的

资产配置在不同类型投资品种之间灵活重点配置，尤其

是深入挖掘各种折价和套利机会，并可通过股指期货灵

活对冲风险，力求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实现集合计划资

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投资理念： 

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权益类金融产品、固定收益类金融

产品和现金类资产等，同时通过港股通投资港股，深入

挖掘各种折价和套利机会，追求集合计划资产的长期稳

定增值 

投资基准： 无 



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主要财务指标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人民币元） 

1. 本期利润 -2,861,485.86 

2．本期利润扣减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后的净额 
-13,216.23 

3．加权平均每份额本期已实现

净收益 
-0.0004 

4．期末资产净值 26,242,044.93 

5．期末每份额净值 0.8788 

6．期末每份额累计净值 1.1858 

二、本期每份额净值增长率与投资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收益率① 投资基准收益率② ① -② 

这三个月 -9.91% 0.00% -9.91% 

三、集合计划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第四节 管理人报告 



一、业绩表现 

截至 2020年 03月 31日，本集合计划单位净值 0.8788元，累计单位净值 1.1858

元，本期集合计划收益率增长-9.91%。 

二、投资主办人简介  

蔡青,硕士 英国朴茨茅斯大学，金融学硕士。曾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

际业务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2018 年加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现任资产管理业务投资经理。 

 

盛明，男，康奈尔大学金融工程硕士，CFA。2011 年加入中信证券，历任产

品经理、投资经理。曾参与设计中信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首支分级产品、开发并管

理汇率套利策略系列产品。现任跨境业务投资经理 

三、投资主办人工作报告  

1、市场回顾和投资操作 

一季度是疫情和流行性的反复演绎。1 月份成长股在流动性的推动下快速上

涨。2 月初疫情引发了大幅回调，此后小股票继续引领反弹，并创新高。3 月份

境外疫情迅速演绎，境内宽松的流动性遭遇境外的流动性危机，市场开启年内第

二轮回调，第二轮回调速度更快、幅度更大。香港市场收到的冲击更加直接，指

数跌至多年低位。3 月底，在全球政府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全面展开，流动

性危机也得到缓解。期间，我们的账户在仓位上保持稳定，在持仓结构上低配金

融、周期，超配成长、消费。 

2、市场展望和投资策略 

二季度是关键的观察期，疫情归根结底是事件性的，但经济重启需要多少时

间尚不确定。二季度的市场和数据将会告诉我们，2020 年是快速的“V”型反弹，

还是缓慢的"U"型反弹。投资策略上，我们认为市场，特别是香港市场，已经到

了值得布局的位置，估值没有泡沫。因此，账户将保持偏高的仓位，在结构上积

极布局弹性品种，捕捉反弹机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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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投资组合报告 

一、资产组合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市值（元） 占总资产比例 

股  票 20,181,627.33 70.26% 

  债  券 0.00 0.00% 

基  金 0.00 0.00% 

银行存款及清

算备付金合计 
7,991,635.89 27.82% 

其他资产 549,740.34 1.91% 

其中：资产支持

证券 
0.00 0.00% 

其中：信托计划 0.00 0.00% 

其中：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0.00 0.00% 

合  计 28,723,003.56 100.00% 

二、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代码 名称 数量 市  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00981 中芯国际 
129,000.0

0 
1,442,545.08 5.50% 

2 02359 药明康德 13,500.00 1,180,489.14 4.50% 

3 300750 宁德时代 9,600.00 1,155,744.00 4.40% 

4 01772 赣锋锂业 47,000.00 1,070,542.97 4.08% 

5 03692 翰森制药 44,000.00 1,060,689.52 4.04% 



6 02013 微盟集团 
230,000.0

0 
1,035,116.38 3.94% 

7 02669 中海物业 
150,000.0

0 
1,003,677.00 3.82% 

8 300122 智飞生物 14,100.00 950,199.00 3.62% 

9 06098 
碧桂园服

务 
32,000.00 923,932.80 3.52% 

10 01789 爱康医疗 56,000.00 872,603.20 3.33% 

三、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债券明细 

本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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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五、期末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产品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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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业绩报酬及费用的计提和支付 

 报告期间计提金额（元） 报告期间支付金额（元） 

管理费 107,429.98 0.00 

托管费 14,323.99 0.00 

业绩报酬 0.00 0.00 

八、所投资资产管理计划发生的费用 

项目 报告期间费用（元） 

交易费用 0.00 

九、投资管理人及管理人关联方所设立的资产管理产品的情况 

本产品报告期末未持仓关联方发行的资管产品。 

第六节 集合计划份额变动 



一、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33,234,506.49 

报告期间参与份额 0.00 

红利再投资份额 0.00 

报告期间总退出份额 3,374,510.17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29,859,996.32 

二、关联方持有本集合计划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期初份额总额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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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报告期末份额总额 0.00 

注：关联方指本公司董事、监事、员工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者其他关联方。 

第七节 重要事项提示 

一、本集合计划管理人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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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第八节 信息披露的查阅方式  

网址：www.cs.ecitic.com 

热线电话：955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