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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添裕 1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2 年第 4 季度报告  
   

   

   

   

   

   

   

   

   

   

   

   

   

   

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报告期间：2022 年 10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送出日期：2023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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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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添裕 1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合同生效时间：  2022年 1月 18日 

管理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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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末资产净值(元)  486,870,037.03 

本期利润(元)  -4,991,555.82 

期末资产管理计划可分配利润  -18,694,284.74 

期末份额净值(元)  0.9630 

期末份额累计净值(元)  0.9630 

本期资产管理计划净值增长率  -1.02% 

资产管理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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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01,707.11 13.10 

   其中：境内股票  70,862,969.65 11.56 

   港股投资  9,438,737.46 1.54 

2  固定收益投资  514,924,144.85 84.01 

 
其中：债券  514,924,144.85 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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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0,779.54 2.89 

7  其他资产  46,920.13 0.01 

8  资产合计  612,963,551.6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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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页/共 8 页 

00839 中教控股 430,000.00 3,879,471.61 0.80 

003022 联泓新科 101,300.00 3,074,455.00 0.63 

601126 四方股份 190,100.00 2,775,460.00 0.57 

600409 三友化工 419,800.00 2,774,878.00 0.57 

300003 乐普医疗 120,500.00 2,767,885.00 0.57 

000661 长春高新 16,400.00 2,729,780.00 0.56 

00175 吉利汽车 266,000.00 2,708,751.95 0.56 

600161 天坛生物 109,900.00 2,607,927.00 0.54 

002714 牧原股份 53,100.00 2,588,625.00 0.53 

00027 银河娱乐 56,000.00 2,581,192.99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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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25 20宝钢 01 400,000.00 40,993,095.89 8.42 

127792 G18龙源 1 300,000.00 31,193,375.34 6.41 

163244 20中证 G3 300,000.00 30,744,123.29 6.31 

163429 20京投 01 300,000.00 30,552,616.44 6.28 

163798 20京投 02 300,000.00 30,534,328.77 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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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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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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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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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64,839.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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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私募固定收益投资

部总经理兼私募指数与多

策略部总经理、投资经理，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

证券从业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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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偲媛 
纽卡斯尔大学金

融学硕士 
10年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投资经理，纽卡斯尔

大学金融学硕士，证券从业

10年，曾任东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职员，富国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固定收益

部研究助理，上海东方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支

持经理、固定收益研究员。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四季度宏观经济整体表现较弱，受疫情形势严峻影响，内需再度走弱，同时出口数

据也持续大幅回落。但 11 月以来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短期内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快

速放大。展望后市，海外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叠加能源价格高位回落，海外通胀有所缓解

后美联储加息节奏预计放缓。国内方面，随着疫情感染高峰逐渐过去，经济活动将重新回归

修复的轨道，内需改善将是后续宏观经济走向的主线。房地产支持政策持续加码，“十六条”

和“三支箭”等政策陆续出台、一揽子稳增长举措逐步落地和防疫措施的不断优化均将促使

经济逐步走向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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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方面，四季度防疫和地产政策调整提振经济好转预期，加之理财赎回放大波动，债

券收益率快速上行，直到年末在央行流动性投放加码下高位回落。经历此轮调整后，利率债

上行幅度约 30bp，信用利差大幅走阔，利差回升至极高分位水平。展望后市，债市或迎来

阶段性企稳但整体趋势受经济修复影响仍有上行压力。经历 11 月以来的债市回调后，当前

信用债利差空间较为充足，考虑短期资金面将保持相对宽松，重点布局短久期信用债力争获

取短端确定性收益，长债视后续经济恢复节奏择机参与。   

权益方面，四季度市场在强预期和弱现实之间反复交易，随着市场预期和疫情扩散的不

确定性，很多板块出现了巨幅波动，市场轮动速度极快。 展望后市，预计股市短期仍处于

震荡修复期，适当规避业绩预期下调标的的尾部风险；中长期而言，在疫情逐步平息和两会

窗口新一轮政策发力下，宏观经济有望持续修复，考虑当前估值水平，股市存在一定结构性

机会。  

转债方面，四季度转债先后受权益波动、信用债调整影响，正股弱势和流动性压力使得

转债整体估值压缩至年内低点。展望后市，转债经过前期的大幅调整后，估值已有企稳现象，

但新的市场主线仍在交易中，继续维持自下而上精选行业、个券，同时关注上市新券的配置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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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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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管理费  
1,242,240.83 1,275,9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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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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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管理计划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22年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30日  

当期发生的资产管理计划应支付

的托管费  
62,112.01 63,795.57 

注：托管费计提基准：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费率：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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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日至 2022年

12 月 31日  

上季度可比期间  

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

年 9月 30日  

当期计提的业绩报酬  - - 

注：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管理人将在销售公告中公告初始募集期内参与的集合计划份额适用

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x。存续期内，管理人可以至少在每个常规开放期前 1 个工作日公告

该常规开放期参与的份额适用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Rx。如果不公告的，则该常规开放期参

与的份额适用最近一次公告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如无最近一次公告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的，则为初始募集期内参与份额适用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每笔参与份额适用的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Rx在本计划存续期间保持不变；计提方式：区间年化收益率大于 Rx部分计提 60%；

支付方式：本计划分红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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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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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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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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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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