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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但不保证本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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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应仔细阅读本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及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东方红建盈添裕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21年 8月 31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一)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期末资产净值(元)  108,637,457.82 

本期利润(元)  3,110,713.18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167,843.50 

期末份额净值(元)  1.0008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1.0008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2.94%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0.08% 

   

注：本期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和净值未扣除管理人可提取的业绩报酬，以上财务指

标不包括参与或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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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与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注：本资产管理计划无业绩比较基准。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 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期末市值（元）  
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21,446,422.14 16.18 

   其中：境内股票  19,246,386.00 14.52 

   港股投资  2,200,036.14 1.66 

2  固定收益投资  107,259,959.57 80.94 

 其中：债券  107,259,959.57 80.94 

 资产支持证券  - - 

3  基金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及清算备付金  783,983.57 0.59 

7  其他资产  3,023,740.52 2.28 

8  资产合计  132,514,105.80 100.00  

   

(二)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

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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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11 海大集团 16,000.00 960,160.00 0.88 

00700 腾讯控股 3,000.00 909,238.01 0.84 

601888 中国中免 3,900.00 908,427.00 0.84 

600519 贵州茅台 400.00 818,000.00 0.75 

601100 恒立液压 13,000.00 802,360.00 0.74 

00175 吉利汽车 50,000.00 762,829.48 0.70 

600577 精达股份 130,000.00 721,500.00 0.66 

600031 三一重工 36,800.00 701,408.00 0.65 

000887 中鼎股份 38,400.00 700,416.00 0.64 

601126 四方股份 42,200.00 684,062.00 0.63 

注：对于同时在 A+H 股上市的股票，合并计算公允价值参与排序，并按照不同股票分别披

露。 

   

(三)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持仓数量(张)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

比例(%)  

019641 20国债 11 160,000.00 16,388,637.81 15.09 

102001006 
20 中 铁 股

MTN003 
150,000.00 15,077,219.18 13.88 

149168 20深投 04 100,000.00 10,391,643.84 9.57 

102102031 
21 深圳水务

MTN001 
100,000.00 10,351,268.49 9.53 

188775 21华电 06 100,000.00 10,307,808.22 9.49 

   

(四)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

证券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五) 报告期末按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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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基金。 

   

(六)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期权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权。 

   

(七) 报告期末期货投资情况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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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资产管理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证明细  

本资产管理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九) 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项目  交易所市场  银行间市场  

从事正回购交易而形成的卖出回

购证券款余额（元）  
23,000,000.00 -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一）投资经理情况  

投资经理姓名  学历  证券从业年限  主要工作经历  

蒋蛟龙 
中央财经大学金

融学硕士 
11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中央财经

大学金融学硕士，证券从业

11年，曾任中信建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总公司债券销

售交易部投资经理，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部高

级投资经理 ，富国资产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投资管

理部投资经理。 

周琰 
上海财经大学经

济学硕士 
10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上海财经

大学经济学硕士，证券从业

10年，曾任富国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投资经

理助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研

究员。 

朱筱筱 
剑桥大学工学硕

士 
7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剑桥大学

工学硕士，证券从业 7年，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资

产管理部投资组合经理，上

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固定收益研究员、投资

支持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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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在国内疫情反复、地产投资低迷，海外地缘政治冲突延续、美联储加息提速等因素冲击

下，二季度，经济基本面持续承压。与此同时，稳增长政策加快推进，4月以来多次重要会

议从货币、财政、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等多维度稳定市场预期。展望三季度，经济复苏方向确

定，改善幅度则需要观察。当前国内房地产中枢下行过程中居民和企业的信用需求恢复均较

慢，基建或成为下半年经济修复的重要抓手，关注增量政策的持续出台以及落实力度等情况。

出口方面，海外经济动能增长或在货币紧缩下放缓，外需对国内出口的支撑将有所回落。整

体看，三季度经济基本面仍然面临海外通胀、货币收紧等压力，但内部稳增长政策大概率持

续发力托底经济。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对流动性的呵护仍会持续，但边际宽松预期不宜过多。

一方面，海外货币紧缩对国内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形成掣肘；另一方面，当前仍处于宽货币

向宽信用传导的过程当中。此次宽信用的形成或较为缓慢，在宽信用的扩张期，仍需低利率

环境刺激实体融资需求，助力经济修复。而一旦宽信用链条顺畅，经济动能稳定向上，货币

政策存在收紧动力，需保持警惕。 

 

债券方面，二季度债券市场在宽松资金面和稳增长预期影响下，收益率整体窄幅震荡。

展望三季度，国内经济复苏是影响下半年债券市场的主要线索，目前经济复苏趋势已形成，

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以及疫情等均会给债券带来一定的上行压力。后续重点关注三点（1）

疫情发展及经济数据恢复的高频线索将是贯穿债市交易的主线逻辑之一。（2）资金面的边际

变化。随着央行操作保持定量以及政府债券缴款压力上升，资金利率继续下行恐也不再有多

少想象空间。以隔夜回购的 20 天移动平均线作为资金面趋势的一个参考，可以看到该移动

平均线目前已经止跌，乐观情况下资金将保持低位盘横，悲观情况下会有小幅下行，但再下

台阶可能性偏低。（3）稳增长政策的推进和效果，后续需观察基建增速以及政策合计对房地

产销售是否起效。组合继续以高等级信用债获取票息，调整合适组合久期，关注利率交易机

会。 

 

权益方面，在 4月末触及低点后，随着疫情好转，权益市场走出了独立于海外市场的快

速反弹行情。展望三季度，在复工复产持续推进下，经济持续改善，但全球通胀问题、俄乌

问题及美联储加息节奏仍存在一定扰动，国内疫情反复及稳增长政策落实情况等亦会加大市

场波动。本产品将适当控制仓位，顺着产业景气的方向自下而上精选个股，根据疫情演变及

政策调整情况挖掘稳增长环境下超预期修复的标的，关注基本面优质、估值合理的公司，尽

力控制回撤风险，均衡配置。 

 

转债方面，二季度整体走势跟随正股，5 月以来反弹强劲。展望三季度，市场仍可能在

正股支撑平价及估值的逻辑下继续取得一定回报，而市场波动或为增量资金提供入场机会。

随着经济逐步企稳，转债市场仍以关注结构性机会为主。坚持自下而上精选个券，积极寻找

公司基本面优质、估值合理的机会，挖掘出性价比更佳的其它转债或新转债作为替代，力争

达到整体组合的性价比最优。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一贯公平对待旗下管理的所有计划和组合，制定并严格遵守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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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和流程，通过系统和人工等方式在各环节严格控制交易公平执行。报告期内，本公司

严格执行了《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平交易制度》等规定。 

   

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决策、投资交易程序、投资权限等各方面均符合法规规定的要求；

交易行为合法合规，未出现异常交易、操纵市场的现象；未发现内幕交易的情况。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托管人履职报告详见《托管报告》。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资产管理计划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264,496.87 265,063.76 

注：管理费计提基准：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费率：1.00%/年；计提方式：每日计提；支

付方式：每季度支付。 

   

   

（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26,449.61 26,506.29 

注：托管费计提基准：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费率：0.10%/年；计提方式：每日计提；支

付方式：每季度支付。 

   

（三）业绩报酬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2年 4月 1日至 2022年 6

月 30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

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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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业绩报酬计提基准：ri 为第 i 个运作期内集合计划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每年按

365 天计），首个运作期的 r1 在销售公告中公布，管理人将在每个运作期开始前至少提前 3

个工作日公布下一个运作期的年化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i，每笔份额的绝对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 Rx 为自其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起至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期间不同

运作期 ri换算的绝对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加总；计提方式：区间绝对收益率 R大于 Rx的部

分计提 30%；支付方式：期间提取评价日、投资者退出日或本计划终止日一次性计提并支付。 

   

七、本报告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报告期  
每 10份资产管理

计划分红  
收益分配合计  备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  
- - - 

   

八、本报告期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自 2022年 5月 13日（含）起，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由侯振新先生、朱筱筱女

士、周琰女士变更为蒋蛟龙先生、 朱筱筱女士、周琰女士。 

   

（二）公司关联人员及自有资金的持有情况  

项目  持有计划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管理人董事、监事、从业人员及其配偶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

本计划的情况  
0 

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本计划的情况  0 

注：数量区间：0、0～50、50～100、100～500、500～1000、1000～2000、>2000 

   

（三）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四）其他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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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0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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