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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附注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               

                  

      银行存款  六、1    17,803,164.67     46,444,170.72   

      结算备付金     13,572,957.64     26,308,511.14   

      存出保证金     27,568.54     30,148.0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2  
  

2,555,214,650.07     2,330,710,790.98 
  

          其中：债券投资      2,424,232,679.63      1,908,423,873.67   

                    资产支持证券    34,200,000.00    -  

                     基金投资     96,781,970.44     422,286,917.3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9,400,164.10     -   

      应收证券清算款     8,626,575.34     6,246,575.34   

      应收利息  六、3    61,373,242.50     47,820,218.53   

      应收股利     921,623.50     -   

  资产总计     2,686,939,946.36     2,457,560,414.78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813,223,286.15     579,049,216.42   

      应付证券清算款     -     30,508,742.35   

      应付托管费     178,196.32     177,292.26   

      应付交易费用  六、4    96,427.59     41,460.24   

      应付利息     1,473,681.04     41,447.70   

      应交税费     349,868.46     -    

      其他负债     50,000.00     54,000.00   

  负债合计     815,371,459.56     609,872,158.97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六、5    1,764,252,032.02     1,778,165,411.53   

      未分配利润  六、6    107,316,454.78     69,522,844.28   

  净资产合计     1,871,568,486.80     1,847,688,255.81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2,686,939,946.36     2,457,560,4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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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附注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集合计划份额总额(份)                   

          其中：A1份额         398,516,349.46     399,880,000.00   

                     A2份额         228,131,780.00     228,449,337.27   

                     A3份额         289,094,761.00     289,891,580.00   

                     A5份额         179,963,178.70     182,535,000.00   

                     A6份额         297,953,468.60     299,817,000.00   

                     B级份额         370,592,494.26     377,592,494.26   

  集合计划份额总额合计(份)   六、5      1,764,252,032.02     1,778,165,411.53   

                      

  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人民币元)                   

          其中：A1份额         1.0110     1.0113   

                     A2份额         1.0071     1.0077   

                     A3份额         1.0034     1.0036   

                     A5份额         1.0207     1.0212   

                     A6份额         1.0162     1.0177   

                     B级份额         1.2477     1.1404   

  集合计划份额净值合计         1.0608     1.0391   

 
 
 
 
 
 
 
 
 
 
 
 
 
 
 
 
 
 
 

本财务报表由以下单位/人士签署： 

 
 

 
  

集合计划管理人：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法定代表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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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附注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145,653,811.68     81,202,052.67   

      利息收入         113,744,792.98     139,348,817.28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六、7      852,239.00     1,046,914.07   

                     债券利息收入         111,416,238.02     138,298,090.64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 

                       收入  
   

1,401,790.81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74,525.15 
    

3,812.57 
  

      投资(损失)/收益         (25,405,575.71 )   46,967,632.26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六、8      -     69,072.65   

                     基金投资(损失)/收益    六、9      (28,603,292.70 )   6,127,365.80   

                     债券投资(损失)/收益      六、10      (5,511,578.95 )   31,509,992.78   

                     股利收益      六、11      8,709,295.94     9,261,201.0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六、12      46,107,986.91     (105,114,396.87 ) 

      其他收入         11,206,607.50     -   

                      

  费用         21,664,308.97     18,962,688.74   

      托管费    八、3(6)      2,089,182.74     2,329,313.73   

      交易费用         232,001.92     182,378.89   

      利息支出         18,658,145.62     16,378,024.22   

      其他费用       六、13      684,978.69     72,971.90   

                      

  利润总额         123,989,502.71     62,239,363.93   

                      

      所得税费用         -     -   

                      

  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         123,989,502.71     62,239,363.93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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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1,778,165,411.53     69,522,844.28     1,847,688,255.81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23,989,502.71     123,989,502.71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3,913,379.51 )   (86,195,892.21 )   (100,109,271.72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3,387,864,312.01     23,087.88     3,387,887,399.89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3,401,777,691.52 )   (86,218,980.09 )   (3,487,996,671.61 )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1,764,252,032.02     107,316,454.78     1,871,568,486.80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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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7年度   

      实收资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年初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2,615,456,998.89     112,510,908.16     2,727,967,907.05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62,239,363.93     62,239,363.93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837,291,587.36 )   (105,227,427.81 )   (942,519,015.17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3,923,560,356.80     96,301,689.47     4,019,862,046.27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4,760,851,944.16 )   (201,529,117.28 )   (4,962,381,061.44 ) 

  
本年向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分配利润产生的 

    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1,778,165,411.53     69,522,844.28     1,847,688,255.81   

 
 
 
 
 
 
 
 
 
 
 
 
 
 

后附财务报表附注为本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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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集合计划基本情况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成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540,004,898.84 份(含利息转份额人民币

24,298.84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业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了验资

报告。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

资管”)，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本集合

计划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和光大银行作为推广机构。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只募集 A1 和 B 类份额。推广期自 2013 年 4 月 15 日起，不超

过 60 个工作日。 

 

根据《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无固定存续期，投资范围为国内依

法发行的、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的金融产品，包括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

现金类资产，也可以投资于新股申购(包括首发和增发)、新券申购(包括可转换债

券、可交换债券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集合计划投资的其他投资品

种。 

 

二、 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系按照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

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

则”)并参照《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及《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而编制的。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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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集合计划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净值变动情况。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 会计期间 

 

本集合计划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2. 记账本位币 

 

本集合计划记账本位币和编制本财务报表所采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除有特别说

明外，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表示。 

 

3. 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个单位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单位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的合同。 

 

金融工具的确认及终止确认 

 

本集合计划于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满足下列条件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资产的一部分，或一组类似金融资

产的一部分)，即从其账户和资产负债表内予以转销： 

 

(1) 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届满； 

 

(2) 转移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权利，或在“过手协议”下承担了及时将收

取的现金流量全额支付给第三方的义务；并且(a)实质上转让了金融资产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或(b)虽然实质上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

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 

 

如果金融负债的责任已履行、撤销或届满，则对金融负债进行终止确认。如果现

有金融负债被同一债权人以实质上几乎完全不同条款的另一金融负债所取代，或

现有负债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实质性修改，则此类替换或修改作为终止确认原负债

和确认新负债处理，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会计进行确认和终止确认。常规方式买卖金

融资产，是指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在法规或通行惯例规定的期限内收取或交付

金融资产。交易日，是指本集合计划承诺买入或卖出金融资产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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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3. 金融工具(续) 

 

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及贷款和应收款项。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初始确认金额。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取决于其分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初始

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

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所有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损益均计入当期损益。

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或利息收入，计

入当期损益。 

 

集合计划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其他类金融资产也不能重分类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贷款和应收款项 

 

贷款和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

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均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分类和计量 

 

本集合计划的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其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其

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此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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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

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本集合计划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

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进行；不存

在主要市场的，本集合计划假定该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主

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是本集合计划在计量日能够进入的交易市场。本集合计划

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本集合计划采用在当前情况下适用并且有足够可利用数据和其他信息支持的估值

技术，优先使用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只有在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得不切实

可行的情况下，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在财务报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或披露的

资产和负债，根据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最低层次输入值，确

定所属的公允价值层次：第一层次输入值，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

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

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

察输入值。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对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持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

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评估，以确定是否在公允价值计量层次之间发生转换。 

 

本集合计划主要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 a.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和权证，按如下估值方式处理：  

 

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

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

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

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b. 封闭式基金按照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场内

交易的交易型指数基金ETF 和上市型开放式基金LOF 按照其估值日在证券

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价)估值，托管在场外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和上

市型开放式基金 LOF按照估值日前一日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和上市型开放

式基金 LOF 单位净值估值，估值日前一交易日基金单位净值未公布的，以

此前最近一个交易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LOF、ETF 在场内的，以估值日

该证券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2) 银行间债券的估值采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中债收益率

曲线估值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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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续) 

 

(3)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公布的估值日前一日开放式基金单位净值估值。货

币市场基金按成本估值，每天按公布的前一开放日万份收益计提收益。估

值日无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4) 银行存款以成本列示，按商定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利息。  

 

(5) 中小企业私募债按照成本估值。  

 

(6) 首次发行未上市的股票，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

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价估值。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

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

的收盘价进行估值；在考虑投资策略的情况下，也可以参照第(7)条的方法

估值。  

 

(7) 通过非公开发行等其他方式获取且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以下方法估值： 

 

a.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低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可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

盘价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b.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盘价高于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可按下列公式确定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价值：  

 

FV = C + (P − C) ×
𝐷𝑙 − 𝐷𝑟
𝐷𝑙

 

 

其中：FV 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C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初始取得成本；P 为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收

盘价；Dl 为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锁定期所含的交易天数；Dr 为估值日剩

余锁定期，即估值日至锁定期结束所含的交易天数(不含估值日当天)。  

 

c. 股票的首个估值日为上市公司公告的股份上市日所对应的日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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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4． 金融工具的估值原则(续) 

 

(8)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按上述规定不能客观反映集合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管

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在综合考虑市场成交价、市场报价、流动性、收益

率曲线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在与托管人商议后，按最能反映集合计划资产

公允价值的方法估值。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有关最新规定估值。管理人应于新规定

实施后及时在管理人网站和/或推广网点通告委托人。 

 

(9) 暂停估值的情形：集合计划投资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

它原因暂停营业时或因其它任何不可抗力致使集合管理人无法准确评估集

合计划资产价值时，可暂停估值。但估值条件恢复时，集合管理人必须按

规定完成估值工作。 

 

5． 集合计划的参与和退出 

 

在收到集合计划投资人参与或退出申请之日后，于下一个工作日内对该交易的有

效性进行确认。于确认日按照实收资金、未分配利润的余额占集合计划净值的比

例，将确认有效的参与或退出款项分割为实收资金和损益平准金。 

 

6． 实收资金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实收资金为对外发行的集合计划份额总

额所对应的金额。由于参与、退出引起的实收资金的变动分别于集合计划参与确

认日、退出确认日确认。 

 

7． 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为参与、退出款中所含的按集合计划未分配净收益占集合计划净值比

例计算的金额，于集合计划参与确认日或退出确认日确认，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

分配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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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8． 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1) 存款利息收入按存款的本金与适用的利率逐日计提的金额入账； 

 

(2) 债券利息收入按债券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或内含票面利率计算的金额扣除

应由债券发行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在债券实际持有

期内逐日计提；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按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及实际利率(当实

际利率与合同利率差异较小时，也可以用合同利率)，在证券回购期内逐日

计提； 

 

(4)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股票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股票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 

 

(5)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债券成交日确认，并按成交总额与其成本、应

收利息的差额入账； 

 

(6)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基金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基金成交金额与其

成本的差额入账； 

 

(7) 衍生工具投资收益/(损失)于卖出权证成交日确认，并按卖出权证成交金额

与其成本的差额入账； 

 

(8) 股利收益于除息日确认，并按上市公司宣告的分红派息比例计算的金额扣

除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入账； 

 

(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系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

利得或损失； 

 

(10) 其他收入在主要控制权已经转移给对方，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金额可以

可靠计量的时候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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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不收取固定管理费； 

 

(2) 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的0.1%的年费率逐日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C＝i×年托管费率÷当年实际天数  

注：C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i 为前一日的资产净值。 

 

托管费按日计提，按月支付。在每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收市后，由管理人

向托管人发送集合计划托管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5 个

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中支付给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

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3) 其他费用系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

用。 

 

10． 集合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 

 

本集合计划只对 B 类份额计提业绩报酬。  

 

(1) 业绩报酬计提原则 

 

① 按委托人参与的计划单位份额分别计算年化收益率并计提业绩报酬。 

 

② 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委托人分红日、集合计划终止日和由

于合同变更造成的临时开放期退出时计提业绩报酬。 

 

③ 在集合计划分红日提取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 

 

④ 在委托人集合计划终止和由于合同变更造成的临时开放期退出时提取

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 

 

⑤ 在委托人退出或计划终止时，业绩报酬按委托人退出份额或集合计划

终止时持有份额计算。如退出份额包括一笔参与份额的一部分，则将

该部分参与份额视为一笔参与份额进行核算。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17 

 

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0． 集合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续) 

 

(2) 业绩报酬计提方法 

 

管理人计算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如上一个发生业绩

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不存在，推广期参与的为集合计划成立日，存

续期参与的为参与日下一个工作日，下同)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化收

益率，若年化收益率小于或等于业绩比较基准，则管理人不提取业绩报酬；

若年化收益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则管理人对超出部分按一定的比例提取

业绩报酬。年化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R =
P1
∗ − P0

∗

𝑃0 × 𝐷  

 

R 为年化收益率；P1* 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P0* 为上一业绩

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P0 为上一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D 为上一

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限。  

 

管理人业绩报酬计提公式如下： 

  

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I) 

R≤6% 0 0 

R>6% 90% I=[(R-6%)×90%]×A×D 

 

其中：①I为管理人应提的业绩报酬；②A为委托人在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

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的资产净值总额；③业绩比较基准为 6%；④D为上

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日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限。 

 

(3) 业绩报酬的支付  

 

管理人的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工作由管理人完成，托管人不承担复核责

任，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托管人于收到指令后 5 个工作日内

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 

 

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本集合计划不进行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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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税项 

 

集合计划目前比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相关税务法规及其他相关国内税务法规计提和

缴纳税款，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 增值税 

 

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17年6月30日发布的《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资管产品管理人运营资管产品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暂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通知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对资管产品在2018年1月1日前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未缴纳增值

税的，不再缴纳；已缴纳增值税的，已纳税额从资管产品管理人以后月份的增值

税应纳税额中抵减。 

 

2. 印花税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2008年4月24日起，调整证

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原先的3‰调整为1‰；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决定，自2008年9月19日起，调整由

出让方按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缴纳印花税，受让方不再征收，税率不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5]103号文《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改革有关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因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对价而发生的股权转让，暂免征收印花税。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19 

 

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银行存款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活期存款   17,803,164.67     46,444,170.72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券投资   2,411,840,378.08     2,424,232,679.63     12,392,301.55   

 资产支持性债券  34,200,000.00   34,200,000.00   -  

  基金投资   97,647,055.96     96,781,970.44     (865,085.52 ) 

                      

  合计   2,543,687,434.04     2,555,214,650.07     11,527,216.03   

 

      2017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债券投资   1,935,300,063.26     1,908,423,873.67     (26,876,189.59 ) 

  基金投资   429,991,498.60     422,286,917.31     (7,704,581.29 ) 

                      

  合计   2,365,291,561.86     2,330,710,790.98     (34,580,770.88 ) 

 

3． 应收利息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24,497.99     20,580.92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6,718.58     13,022.68   

  应收债券利息   60,826,699.17     47,786,600.08   

 应收资产支持证券利息  489,669.04   -  

  应收买入返售利息   25,644.08     -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13.64     14.85   

                

  合计   61,373,242.50     47,820,2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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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4． 应付交易费用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47,465.22     22,443.96   

  银行间市场应付交易费用   48,962.37     19,016.28   

                

  合计   96,427.59     41,460.24   

 

5. 实收资金 

 

      2018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1,778,165,411.53     1,778,165,411.53   

  本年增加   3,387,864,312.01     3,387,864,312.01   

  本年减少   (3,401,777,691.52 )   (3,401,777,691.52 ) 

                

  年末余额   1,764,252,032.02     1,764,252,032.02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2,615,456,998.89     2,615,456,998.89   

  本年增加   3,923,560,356.80     3,923,560,356.80   

  本年减少   (4,760,851,944.16 )   (4,760,851,944.16 ) 

                

  年末余额   1,778,165,411.53     1,778,165,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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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未分配利润 

 

      2018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101,198,183.98     (31,675,339.70 )   69,522,844.28   

  本年利润   77,881,515.80     46,107,986.91     123,989,502.71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86,195,892.21 )   -     (86,195,892.21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23,087.88     -     23,087.88   

                 集合计划赎回款   (86,218,980.09 )   -     (86,218,980.09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92,883,807.57     14,432,647.21     107,316,454.78   

 

      2017年度   

       已实现部分       未实现部分       未分配利润合计    

                      

  本年初   41,904,035.03     70,606,873.13     112,510,908.16   

  本年利润   167,353,760.80     (105,114,396.87 )   62,239,363.93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108,059,611.85 )   2,832,184.04     (105,227,427.81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14,124,975.93     (17,823,286.46 )   96,301,689.47   

                 集合计划赎回款   (222,184,587.78 )   20,655,470.50     (201,529,117.28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101,198,183.98     (31,675,339.70 )   69,522,84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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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7. 存款利息收入 

 

      2018年度     2017年度   

                

  活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489,384.06     451,377.38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362,125.56     594,949.21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729.38     587.48   

                

  合计   852,239.00     1,046,914.07   

 

8. 股票投资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股票差价收入   -     69,072.65   

                

  合计   -     69,072.65   

 

9. 基金投资(损失)/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基金差价(损失)/收入   (28,603,292.70 )   6,127,365.80   

                

  合计   (28,603,292.70 )   6,127,365.80   

 

10. 债券投资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债券差价收益   1,571,090.19     41,208,478.99   

  深交所债券差价收益   (267,215.89 )    369,341.31   

  银行间债券差价损失   (6,813,702.56 )    (9,927,767.24 ) 

  私募债券差价损失   (1,750.69 )    (140,060.28 ) 

                

  合计   (5,511,578.95 )    31,509,9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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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1. 股利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8,709,295.94     9,261,201.03   

                

  合计   8,709,295.94     9,261,201.03   

 

1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018年度     2017年度   

                

  债券投资   39,268,491.14     (88,324,734.92 ) 

  基金投资   6,839,495.77     (16,789,661.95 ) 

                

  合计   46,107,986.91     (105,114,396.87 ) 

 

13. 其他费用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审计费用   50,000.00     34,000.00   

  账户维护费   38,900.00     36,300.00   

  增值税附加税费   352,137.20     2,671.90   

  其他   243,941.49     -   

                

  合计   684,978.69     72,971.90   

 

七.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1) 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有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持有的流

通受限证券。 

 

(2) 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未持有暂时停牌等流通受限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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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1. 本报告期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本报告期不存在控制关系或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关联方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本集合计划关联方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光证资管   管理人   

 光大证券   管理人的股东及推广机构   

 光大银行   托管人及推广机构   

 
光证资管-光大银行-定存宝6号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以下简称“定存宝6号定向计划”)   管理人股东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3. 关联方交易 

 

(1) 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B级份额   2018年度     2017年度   

                

  年初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   288,243,600.35     288,243,600.35   

  当年参与总份额   -      -   

  减：当年退出总份额   (7,000,000.00  )    -   

  年末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   281,243,600.35      288,243,600.35   

                

  

年末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 

    占集合计划总份额的比例 
  

15.94%     16.21%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25 

 

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关联方交易(续) 

 

(2) 报告年末除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集合计划的情况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持有集合计划     占集合计划总     持有集合计划     占集合计划总   

  关联方名称   份额(份)     份额的比例     份额(份)     份额的比例   

  定存宝6号定向计划   89,348,893.91     5.06%     89,348,893.91     5.02%   

 

除上表所示外，本集合计划其他关联方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上年末均未持有

本集合计划。 

 

(3) 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2018年度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金额     

占当年该类别成

交总额比例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733,531,305.20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48,105,262,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37,206,190.90     100.00%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交易类别     成交金额 

    占当年该类别成

交总额比例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1,028,358,725.33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80,198,3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51,330,120.96     100.00%   

  光大证券    股票交易      27,034,587.0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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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关联方交易(续) 

 

(4) 应支付关联方的佣金 

 

  2018年度   

            占当年佣金     年末应付     占年末应付佣金   

  关联方名称   当年佣金     总额的比例     佣金余额     总额的比例   

  光大证券   231,966.21     100.00%     47,465.22     100.00%   

 

  2017年度   

            占当年佣金     年末应付     占年末应付佣金   

  关联方名称   当年佣金     总额的比例     佣金余额     总额的比例   

  光大证券   54,913.97     100.00%     22,443.96     100.00%   

 

上述佣金按市场佣金率计算，以扣除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收取证管

费、经手费和由券商承担的证券结算风险基金后的净额列示。 

 

(5) 集合计划管理费 

 

根据合同，本集合计划不计提固定管理费。 

 

(6) 集合计划托管费 

 

      2018年度     2017年度   

                

  
当年发生的集合计划 

    应支付的托管费 
  

2,089,182.74 
    

2,329,313.73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

计划资产净值的0.10%的年费率计提。 

 

(7) 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集合计划本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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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8) 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2018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光大银行   17,803,164.67     489,384.06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光大银行   46,444,170.72     451,377.38   

 

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光大银行保管，按银行同业利率计息。 

 

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结算备付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

结算备付金，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13,572,957.64 元，2018 年产

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362,125.56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26,308,511.14 元，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594,949.21 元。 

 

本集合计划通过托管人保证金账户转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存出

保证金，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27,568.54 元，2018 年产生的利息

收入为人民币 729.38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30,148.07 元，

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587.48 元。 

 

(9)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在 2018 年度及上年度未在承销期内参与认购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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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 

 

1. 风险管理政策 

 

本集合计划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涉及的财务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及

市场风险。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程序来识别及分析这些风险，

并设定适当的风险限额及内部控制流程，通过可靠的管理及信息系统持续监控上

述各类风险。 

 

2.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债券等证券投资中存在的交易对手在交收过程中的违约风险。 

集合计划在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交收违约或者所投资债券的发行人倒闭、信用评

级被降低、违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的情况，从而导致集合计划财产损失。 

 

为了规避信用风险，本集合计划在交易前对交易对手的资信状况进行充分的评估。

本集合计划在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均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证券交

收和款项清算，因此违约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本集合计划在进行银行间同业

市场交易前均对交易对手进行信用评估，以控制相应的信用风险。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亦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流程，通过对投资品种的信用等级评

估来控制证券发行人的信用风险，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进行分析和内部评级以降

低投资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且通过分散化投资策略和集中度限制来

控制组合整体的违约风险水平。 

 

本集合计划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证券清算款及应收利息等，年末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与其账面价值接近。 

 

3. 流动性风险 

 

指集合计划资产不能迅速转变成现金，或者转变成现金会对资产价格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的风险。在计划存续期间，可能会发生个别偶然事件，如出现巨额退出的

情形，短时间委托人大量退出或出现集合计划到期时，证券资产无法变现的情况，

上述情形的发生在特殊情况时可能会出现交易量急剧减少的情形，此时出现巨额

退出，则可能会导致计划资产变现困难，从而产生流动性风险，甚至影响本集合

计划份额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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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3. 流动性风险(续) 

 

(1) 外生流动性风险 

 

外生流动性风险指的是由于来自资产管理人外部冲击造成证券流动性的下

降，这样的外部冲击可能是影响所有证券的事件，也可能只是影响个别证

券的事件，但是其结果都是使得所有证券、某类证券或者单只证券的流动

性发生一定程度的降低，造成证券持有者可能增加变现损失或者交易成本。 

 

(2) 内生流动性风险 

 

所谓内生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本集合计划组合的资产需要及时调整仓位而

面临的不能按照事前期望价格成交的风险，该风险可以以本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变现(或购买证券)时成交价格小于(或大于)事前期望价格所产生的

最大成本来度量。内生流动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但其可控程度

取决于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外部冲击。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通过限制投资集中度来管理投资品种变现的流动性风险。

本集合计划所投资的大部分证券具有良好的流动性且本集合的金融负债主

要为应付管理人报酬、应付托管费、应付交易费用等其他金融负债，期限

较短，因此无重大流动性风险。 

 

4.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集合计划所持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因所处市场各类

价格因素的变动而发生波动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权益工具投资价

格风险。 

 

利率风险 

 

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同时直接

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集合计划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收益水平会受到

利率变化的影响，从而产生风险。本集合计划持有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及

交易性金融资产等，基于银行存款均为活期存款，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受利率波动

影响较小，且本集合计划无计息负债，因此本集合计划并不存在重大的利率风险。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在债券投资中注意选择对利率上升有较强保护的品种，合理控

制投资组合久期，根据当时市场情况和未来利率走势，对组合久期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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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外汇风险 

 

本集合计划所有资产及负债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外汇风险。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是指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因股票指数水平和个别证券

价值的变化而降低的风险。本集合计划的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主要为市场价格

变化或波动所引起的投资资产损失的可能性。 

 

本集合计划通过投资组合的分散化降低市场价格风险。此外，本集合计划管理人

对本集合计划所持有的股票、债券、基金等价格实施监控，定期运用多种定量方

法进行风险度量和分析，以对风险进行跟踪和控制。 

 

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日及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权益工具投资市场

价格变化或波动对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风险敞口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基金投资   96,781,970.44     5.17%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公允价值     

占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基金投资   422,286,917.31     22.85%   

 

下表说明了，在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本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对基金投资的公

允价值的每 5%的变动(以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的敏感性。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负债表日 

    对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影响金额 

  

4,839,098.52 

    

21,114,345.87 

  

 



 
 

光大阳光北斗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务报表附注(续)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人民币元 

31 

 

十、 或有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重大或有事项。 

 

十一、 承诺事项 

 

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承诺事项。 

 

十二、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本集合计划无需要说明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十三、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日，本集合计划无其他需要披露的重要事项。 

 

十四、 财务报表的批准 

 

本财务报表已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经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