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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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8,679.92     32,599,668.83   

      结算备付金     155,084.30     110,190.09   

      存出保证金     47,481.26     25,279.33   

  
    以 公 允 价 值 计 量 且 其 变 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2    

139,505,388.31     170,078,589.56 
  

          其中：股票投资     130,454,456.79     164,062,785.56   

                     债券投资     9,050,930.65     6,015,802.68   

                     基金投资     0.87     1.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六、3    17,500,000.00     40,000,000.00   

      应收利息  六、4    36,210.15     76,911.01   

  资产总计     176,652,843.94     242,890,638.82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174,063.43     1,881,375.03   

      应付管理人报酬     362,826.17     248,257.72   

      应付托管费     37,987.30     51,720.37   

      应付交易费用     14,130.66     67,570.95   

      应交税费     71.56     -    

      其他负债     270,000.00     271,000.00   

  负债合计     859,079.12     2,519,924.07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六、5    117,817,686.39     134,549,921.40   

      未分配利润  六、6   57,976,078.43     105,820,793.35   

  净资产合计     175,793,764.82     240,370,714.75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176,652,843.94     242,890,638.82   

 

注：报告截止日2018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4921元，集合计划份额

 总额为117,817,686.39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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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阳光混合优选（阳光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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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11,226.65 )   27,788,709.51   

      利息收入         577,431.99     1,938,701.51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六、7      399,843.75     571,246.84   

                     债券利息收入         16,788.00     1,062.0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160,800.24 
    

1,366,392.63 
  

      投资(损失)/收益    六、8      (15,366,859.66 )   28,569,453.24   

          其中：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17,098,429.95 )   27,327,384.11   

                     债券投资(损失)/收益         (303,904.47 )   246.99   

                     基金投资收益         -     1.40   

                     股利收益         2,035,474.76     1,241,820.7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六、9      (16,721,798.98 )   (2,719,445.24 ) 

                      

  费用         3,753,319.58     4,219,239.52   

      管理人报酬    八、3(5)      2,494,539.26     3,105,345.87   

      托管费    八、3(6)      519,695.63     646,947.01   

      交易费用         654,221.59     442,908.64   

      其他费用         84,863.10     24,038.00   

                      

  (亏损)/利润总额         (35,264,546.23 )   23,569,469.99   

                      

      所得税费用         -     -   

                      

  
净(亏损)/收益及综合(亏损)/收益 

    总额 
        

(35,264,546.23 ) 
  

23,569,4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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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49,921.40     105,820,793.35     240,370,714.75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35,264,546.23 )   (35,264,546.23 )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6,732,235.01 )   (12,580,168.69 )   (29,312,403.70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53,913.85     44,608.32     98,522.17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16,786,148.86 )   (12,624,777.01 )   (29,410,925.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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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17,686.39     57,976,078.43     175,793,76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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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52,235.68     116,859,816.23     301,512,051.91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23,569,469.99     23,569,469.99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50,102,314.28 )   (34,608,492.87 )   (84,710,807.15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169,696.14     810,599.42     1,980,295.56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51,272,010.42 )   (35,419,092.29 )   (86,691,102.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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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49,921.40     105,820,793.35     240,370,71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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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阳光混合优选（阳光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成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1,441,405,140.06 份，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立信会师报字（2009）第 11951 号验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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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根据《光大阳光混合优选（阳光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光大阳光

混合优选（阳光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投资范

围为(1)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 0-95%，包括股票(含通过网上中/或网下申购的方

式参与新股配售和增发)、股票型证券投投资基金(含交易所上市的封闭式基金、

ETF、LOF)、权证等，其中投资于权证的资金不超过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3%；

(2)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为 0-95%，包括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债、金融

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等；(3)现金类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央行票据、期限在 1 年内的政府债券、期限在 7 天内的债券逆回购等；开放

日，现金类资产不低于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10%；(4)经委托人同意，本集合计

划资产也可以投资于管理人担任保荐人和成主承销商的股票，以及管理人、托管

人及与管理人、托管人有关联方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但投资于此类品种的总

额不得超过本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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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混合优选（阳光 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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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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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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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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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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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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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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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成立后，存续期内每个正常工作日为估值日。 

 

本集合计划主要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如下： 

 

(1)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值

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

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

值。 

 

(2)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

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了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参考类似投

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3) 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

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

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

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采用估值技术时，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集合计划

特定相关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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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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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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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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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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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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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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1) 管理费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固定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前

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2%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H=E×1.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固定管理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每月支付。双方核对无误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

固定管理费划付指令，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

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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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托管费 

 

本集合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集合计

划资产净值0.25%的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双方核对无误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

计划托管费划付指令，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给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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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列入本集合计划费用的项目包括：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用、与计划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以及按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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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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间的费用、管理人和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

导致的费用支出或集合计划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计划运作无关的事项

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本集合计划费用； 

 

(5) 其他不列入计划费用的具体项目依据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10. 集合计划管理人业绩报酬 

 

(1) 业绩报酬计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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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

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在集合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集合计划终

止日计提业绩报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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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人退出和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的，业绩报酬

从退出资金中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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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业绩报酬计提的方法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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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为参与当天，下同)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年化收益率，作为计提业绩

报酬的基准。 

其中业绩报酬计提日即为集合计划分红日、委托人退出日和集合计划终止

日。年化收益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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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𝐷为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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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F为管理人应提的业绩报酬；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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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化收益率(R)  计提比例  业绩报酬(F)  

R≤5%  0  0  

R＞5%  18% F=A×(R-5%)×1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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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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业绩报酬的支付 

 

业绩报酬计提结束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业绩报酬划付指令，托管人

于5个工作日内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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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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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政策 

 

(1) 每份计划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利； 

 

(2) 在符合有关集合计划分红条件，且有可分配收益的前提下，管理人可以进

行收益分配； 

 

(3) 收益分配后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收益分配基准日的集合计划份

额净值减去每份集合计划的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 在符合集合计划分红条件时，管理人在每年的第四季度至少分红一次，并

提前在指定网站上披露，但本集合计划成立未满 6 个月时，可以不进行分

红操作； 

 

(5)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除息日的单位净值自

动转为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未作选择的，按现金红

利方式分配； 

 

(6)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选择将本集合计划收益自动转为计划份额再投资的，

免收参与费； 

 

(7) 收益分配时间和方案由管理人根据本集合计划收益情况拟定，经由托管人

复核后确定，并在指定网站上披露； 

 

(8) 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持有人自行承担，与收益

分配、退出集合计划的相关税负由持有人自行承担； 

 

(9)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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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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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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8,679.92     32,599,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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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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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资   141,487,357.22     130,454,456.79     (11,032,900.43 ) 

  债券投资   9,451,493.99     9,050,930.65     (400,563.34 ) 

  基金投资   -     0.87     0.87   

                      

  合计   150,938,851.21     139,505,388.31     (11,433,462.90 ) 

 

      2017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158,606,319.28     164,062,785.56     5,456,466.28   

  债券投资   6,183,934.20     6,015,802.68     (168,131.52 ) 

  基金投资   -     1.32     1.32   

                      

  合计   164,790,253.48     170,078,589.56     5,288,336.08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交易所市场   17,500,000.00     40,000,000.00   

 

4. 应收利息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银行存款利息   6,410.52     8,975.90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76.78     54.56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23.54     12.54   

  应收债券利息   14,356.83     2,273.21   

  应收买入返售资产利息   15,342.48     65,594.80   

                

  合计   36,210.15     76,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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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5. 实收资金 

 

      2018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134,549,921.40     134,549,921.40   

  本年增加   53,913.85     53,913.85   

  本年减少   (16,786,148.86 )   (16,786,148.86 ) 

                

  年末余额   117,817,686.39     117,817,686.39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184,652,235.68     184,652,235.68   

  本年增加   1,169,696.14     1,169,696.14   

  本年减少   (51,272,010.42 )   (51,272,010.42 ) 

                

  年末余额   134,549,921.40     134,549,9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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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73,320.47     (43,552,527.12 )   105,820,793.35   

  本年利润   (18,542,747.25 )   (16,721,798.98 )   (35,264,546.23 )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18,174,069.83 )   5,593,901.14     (12,580,168.69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58,859.44     (14,251.12 )   44,608.32   

                 集合计划赎回款   (18,232,929.27 )   5,608,152.26     (12,624,777.01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112,656,503.39     (54,680,424.96 )   57,976,0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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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未分配利润(续)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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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初   170,985,709.62     (54,125,893.39 )   116,859,816.23   

  本年利润   26,288,915.23     (2,719,445.24 )   23,569,469.99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47,901,304.38 )   13,292,811.51     (34,608,492.87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142,587.01     (331,987.59 )   810,599.42   

                 集合计划赎回款   (49,043,891.39 )   13,624,799.10     (35,419,092.29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149,373,320.47     (43,552,527.12 )   105,820,793.35   

 

7. 存款利息收入 

 

      2018年度     2017年度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393,264.52     550,841.57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5,918.27     19,955.16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660.96     450.11   

                

  合计   399,843.75     571,246.84   

 

8. 投资(损失)/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投资(损失)/收益   (17,098,429.95 )   27,327,384.11   

  债券投资(损失)/收益   (303,904.47 )   246.99   

  基金投资收益   -     1.40   

  股利收益   2,035,474.76     1,241,820.74   

                

  合计   (15,366,859.66 )   28,569,4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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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9.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投资   (16,489,366.71 )   (2,551,313.64 ) 

  债券投资   (232,431.82 )   (168,131.52 ) 

  基金投资   (0.45 )   (0.08 ) 

                

  合计   (16,721,798.98 )   (2,719,44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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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证券而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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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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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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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人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托管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管理人的股东及推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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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人股东的结构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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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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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在 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均未持有过本集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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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7,187.23     19.98%     26,897,187.23     19.99%   

 

除上表所示外，本集合计划其他关联方在本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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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      495,380,557.93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9,953,293.95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257,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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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      329,824,004.84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8,500,212.98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2,070,0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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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126.75     100.00%     14,13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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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243.12     100.00%     67,570.95     100.00%   

 

(5) 集合计划管理人报酬 

 

      2018年度     2017年度   

                

  

当年发生的集合计划 

    应支付的管理费 
  

2,494,539.26     3,105,345.87 
  

 

注：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下一日计提固定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费

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1.20%年费率计算。同时，根据当期业绩比较

基准计提业绩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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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95.63 
    

646,947.01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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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年费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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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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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联方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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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银行   19,408,679.92     393,264.52   

 

       2017年度    

  关联方名称   银行存款期末余额     当年利息收入   

  工商银行   32,599,668.83     550,841.57   

 

本集合计划的银行存款由本集合计划托管人工商银行保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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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84.30 元，2018 年产生

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5,918.27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110,190.09 元，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19,9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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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余额为人民币 47,481.26 元，2018 年产生的利息收

入为人民币 660.96 元。2017年 12月 31 的余额为人民币 25,279.33 元，2017年

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45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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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认购关联方承销的证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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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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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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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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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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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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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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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风险管理(续) 
 

3. 流动性风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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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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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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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债券等，基于银行存款均为活期存款，买入返售的回购期限

较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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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资   130,454,456.79     74.21%   

      —基金投资   0.87     0.00%   

        

 合计  130,454,457.66   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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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投资          164,062,785.56    68.25%  

   —基金投资                   1.32    0.00%  

        

 合计  164,062,786.88   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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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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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投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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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2,722.88 

    

8,203,1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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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