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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报告依据《证券期货及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 《证券期

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

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禾［｜运用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账最低收益或本金不受损失°

托管人已于2021年1月11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利润分配′｜青

况、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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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利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本报告期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止°

§2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概况

信达智远价值精选1号

C20351

2019年04月02日

4’641’402.31份

资产管理计划简称

资产管理计划编码

资产管理计划合｜司生效日

报告期末资产管理计戈｜｜份额总额

管理期限为6年’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计

算’可展期°
资产管理计划合｜司存续期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人

资产托管人

§3主要财务指标和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0年10月0l日—2020年l2月31日）

本期已实现收益 128》396.64

本期利涧 401′689.04

加权平均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本期利润 00996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 5,984’965.97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 1.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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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资产管理计划净值表现

~
~

§4管理人报告

4.1投资经理（或投资经理小组）简介

程援援;北京大学经济学＆管理学本科’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 2017年5月加入信达

证券资产管理部从事权益研究工作°对权益市场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

4.2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遵守《证券期货及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

定》、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合同、说明书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法律文件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在本报告期内’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运作合法合规’无损害份额

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4.3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2020年四季度’A股市场呈现震荡上行态势,振幅较大’最终沪深300指数录得涨幅

13~6％°截止12月31日’产品净值为1·2895’其中四季度上涨7.75％°

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中国和世界各国应对疫情和经济衰退的政策均对市

场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除和经济的渐进修复’经济刺激政策预计会逐步

退出’可能会影响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估值水平°沪深300指数的动态PE估值处于近年

来的相对高位’经过两年大涨’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增°

但我们始终坚持深度研究、精选个股的投资策略’坚守高品质投资’我们相信’这样的

投资标的有穿越牛熊的潜力’可能是未来不确定市场中的避风港°目前持仓股票和可转

债均为深度研究的标的’看好这些标的未来的收益°

作为产品管理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依靠团队的努力和智慧’为投资人创造更好的

回报°

4.4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4。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管理人主要通过建立有纪律、规范化的投资研究和决策流程、交易流程’以及强化

事后监控分析来确保公平对待不同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管理人制定了严格的

投资权限管理制度和集中交易制度等’重视交易执行环节的公平交易措施’以“时间优

1睬≈

拙

鳃巡

3

阶段

过去三个月

净值增长率@

7,75％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0.00％

@＿@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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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价格优先”作为执行指令的基本原则’通过投资交易系统中的公平交易模块’以尽

可能确保公平对待各投资组合°本报告期内,公平交易制度总体执行情况良好°

4.4.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投资主办在资产管理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授权范围内各自独立决策’

未发现本产品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5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未进行收益分配°

4。6报告期内资产管理计划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末单位净值为1.2895’期间收益率为7.75％°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组合情况

占资产管理计划总资产

的比例（％）
序号 项目 ）一

元
（额金

65.23权益投资

其中:股票

基金投资

固定收益投资

其中:债券

资产支持证券

贵金属投资

金融衍生品投资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l 4’081’436.00

4》081’436.00 65.23

日

＝

日

~

914’465,00

914’465·00

14。61
—

l4.6l

~
~↓

～

日

＝

β 500’025.00 7.99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

返售金融资产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7 754’819.01 l2.06

8 ｜其他资产
9 ｜合计

6’363·81

6’257’108。82

0.10
—

l00.00

5.2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挣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细

占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净

值比例（％）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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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路转债 290’575.00 4ˉ862’500128134l

立讯转债 254’340.00 4252’0002 l28136

飞凯转债 3。592’000 214’940.003 123078

紫金转债 l54’610ˉ00 2.581’0004 l1304］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占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净

值比例（％）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序号 股票名称股票代码

格力电器 8·288’000 495’520.000006511

涪陵榨菜 7·0710’000 423’000·002 002507

贵州茅台 6.68200 399’600.003 6005l9

中国巨石 399’200.00 6.6720’0006001764

中国飞鹤 25’000 381’223.80 6.375 ‖06186

新城控股 5°8210’000 348〕300.006 601155

南方航空 238,400.00 3.9840’0006000297

建发国际集

团
211,604·40 3.5421’0008 ‖01908

五粮液 175’110.00 2.936000008589

新易盛 1·862’000 l10’960.00l0 300502

5.4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基金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钩

毒

′
挞

5.5其他资产构成

金额（元）名称序号

存出保证金 5’833.52l

必
应收证券清算款2

~

应收股利3
~

应收利息 530.294

应收申购款5
~

其他应收款6
~

其他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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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合计 6’363ˉ81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

投资明细

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6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额

报告期期间资产管理计划总申购份额

减;报告期期间资产管理计划总赎回份额

3’152,774.91

1’488’627.40

报告期期间资产管理计划拆分变动份额（份

额减少以“-”填列）

报告期期末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额 4,641’402.3］

§7重大事项揭示

7.1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的专门资产管理计划托管部门的重大人

事变动

无

7.2涉及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资产管理计划财产、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业务的诉讼

无

7.3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无

7.4其他重大事项

无

7.5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他关联方参与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末本资产管理计划关联方参与份额为2’261》016.30份’其中全部为证券期货经营

机构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无

自有资金参与°

7.6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应当披露的其他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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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成立公告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8.2存放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查阅方式

网址: www.c1ndasc.coⅢ

客户服务电话: 95321

邮箱（EM∧IL） : csc0c1ndasc.coⅢ

投资人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可咨询管理人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

州
勋
剿

句

●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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