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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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016.24     8,177,411.14   

      结算备付金  六、2    1,890,805.78     1,286,097.26   

      存出保证金     224,019.22     88,257.9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3  
  

305,003,029.41     510,421,818.62 
  

          其中：股票投资     27,970,905.16     236,433,742.26   

                     债券投资     277,032,124.25     209,592,441.86   

                     基金投资     -     64,395,634.5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六、4    20,000,000.00     -   

      应收股利     1,510.48     316,814.79   

      应收利息  六、5    2,697,742.33     3,656,319.05   

  资产总计     332,593,123.46     523,946,718.76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1,976,120.99     -   

      应付管理人报酬     671,082.68     587,630.51   

      应付托管费     50,603.10     88,144.56   

      应付交易费用     621,766.08     6,886.36   

      应交税费     18,325.80     -   

      其他负债  六、6    522,500.00     35,000.00   

  负债合计     3,860,398.65     717,661.43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六、7    169,059,620.90     247,036,351.16   

      未分配利润  六、8    159,673,103.91     276,192,706.17   

  净资产合计     328,732,724.81     523,229,057.33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332,593,123.46     523,946,718.76   

注：报告截止日2018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9445元，集合计划份额

 总额为169,059,62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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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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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失)/收入         (25,294,219.01 )   20,993,893.77   

      利息收入         5,971,262.25     20,717,704.8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六、9      204,767.15     304,166.54   

                     债券利息收入         5,403,641.78     20,227,111.1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362,853.32 
    

186,427.17 
  

      投资损失         (8,549,203.94 )   (23,786,387.95 ) 

          其中：股票投资损失    六、10      (13,755,891.52 )   (16,913,841.82 ) 

                     股利收益    六、11      3,316,277.29     3,268,988.08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    六、12      1,134,758.60     (3,470,552.12 )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    六、13      755,651.69     (6,670,982.09 )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六、14      (22,716,277.32 )   24,062,576.88   

                      

  费用         6,689,658.34     11,596,822.15   

      管理人报酬    八、3(5)      4,682,565.02     9,280,781.42   

      托管费    八、3(6)      702,384.79     1,392,117.16   

      交易费用    六、15      1,214,994.19     871,523.57   

      其他费用    六、16      89,714.34     52,400.00   

                      

  (亏损)/利润总额         (31,983,877.35 )   9,397,071.62   

                      

      所得税费用         -     -   

                      

  
净(亏损)/利润及综合(亏损)/收益 

    总额 
        

(31,983,877.35 ) 
  

9,397,0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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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36,351.16     276,192,706.17     523,229,057.33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31,983,877.35 )    (31,983,877.35 )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77,976,730.26 )   (84,535,724.91 )    (162,512,455.17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035,418.06     1,033,888.86     2,069,306.92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79,012,148.32 )    (85,569,613.77 )    (164,581,76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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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59,620.90     159,673,103.91     328,732,7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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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660,045.16     563,577,326.67     1,080,237,371.83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9,397,071.62     9,397,071.62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269,623,694.00 )   (294,068,293.60 )   (563,691,987.60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30,619,160.58     148,582,039.09     279,201,199.67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400,242,854.58 )   (442,650,332.69 )   (842,893,187.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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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13,398.52 ) 
  

(2,713,398.52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247,036,351.16     276,192,706.17     523,229,0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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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于 2011 年 8 月

25 日成立，成立之日本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819,633,785.92 元份(含利息转份额

人民币 637,260.16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该资金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集合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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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及光大银行作为推广机

构。 

 

根据《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

的、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投资范围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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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在 1 年以上的政府债券和央行票据、金融

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可分离债、短期融资券等；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

为 0-60%，包括股票(含通过网上申购和/或网下申购的方式参与新股配售和增发)、

股票型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权证等；现金类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本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 5%，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期限在 1 年内央行票据和政府

债券、期限在 7 天内的债券逆回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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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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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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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流通的有价证券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该证券收盘价估值，该日

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2) 未上市的属于配股或增发的股票以估值日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同一股票的收

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收盘价计算。 

 

(3) 未上市的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债券以其成本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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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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非公开发行股票按以下方法估值： 

 

1)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低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应采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作为估值日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值； 

 

2) 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同一股票的市价高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初始取得成本时，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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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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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配股权证，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按收盘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

估值；如果收盘价低于配股价，则估值增值额为零。 

 

(6)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按监管

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7) 在证券交易所市场流通的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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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开放式基金(不包括 LOF、ETF 等上市交易的开放式基金)以估值日前一日

基金净值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基金净值计算。 

 

(9) 同一债券、开放式基金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或开放

式基金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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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交易的交易型指数基金 ETF 和上市

型开放式基金 LOF 按照前一日公布的开放式基金单位净值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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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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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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未尽事项参照相关规定或者行业惯例进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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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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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原因暂停营业时，或因其他任何不可抗力致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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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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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额所对应的确认日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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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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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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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的下一日起计提固定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固定管理

费按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的1.2%年费率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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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 

 

固定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双方核对无误后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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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的下一日起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

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18%的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H＝E×0.18%÷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托管费 

E 为前一日计划资产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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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合计划托管费划付指令，于次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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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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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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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合计划存续期内，管理人自有资金参与计划份额按现金

红利方式参与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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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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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016.24     8,177,411.14   

 

2. 结算备付金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   1,486,630.76     1,171,268.70   

  深圳证券交易所   404,175.02     114,828.56   

                

  合计   1,890,805.78     1,286,0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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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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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10,259.75     27,970,905.16     (2,839,354.59 ) 

  债券投资   278,929,263.86     277,032,124.25     (1,897,139.61 ) 

                      

  合计   309,739,523.61     305,003,029.41     (4,736,494.20 ) 

 

      2017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221,263,955.96     236,433,742.26     15,169,786.30   

  债券投资   211,148,613.81     209,592,441.86     (1,556,171.95 ) 

  基金投资   60,029,465.73     64,395,634.50     4,366,168.77   

                      

  合计   492,442,035.50     510,421,818.62     17,979,783.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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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     -   

 

5. 应收利息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应收债券利息   2,696,888.67     3,651,717.73   

  应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   (2,984.85 )   -   

  应收活期存款利息   2,886.81     3,051.27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850.90     1,510.35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100.80     39.70   

                

  合计   2,697,742.33     3,656,3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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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6. 其他负债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其他应付款 

  
 

487,500.00 
    

 
- 

  

 预提费用  35,000.00   35,000.00  

        

  合计   522,500.00     35,000.00   

  

7. 实收资金 

 

      2018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247,036,351.16     247,036,351.16   

  本年增加   1,035,418.06     1,035,418.06   

  本年减少   (79,012,148.32 )   (79,012,148.32 ) 

                

  年末余额   169,059,620.90     169,059,620.90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516,660,045.16     516,660,045.16   

  本年增加   130,619,160.58     130,619,160.58   

  本年减少   (400,242,854.58 )   (400,242,854.58 ) 

                

  年末余额   247,036,351.16     247,036,3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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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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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249,756.46     16,942,949.71     276,192,706.17   

  本年利润   (9,267,600.03 )   (22,716,277.32 )   (31,983,877.35 )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81,865,185.58 )   (2,670,539.33 )   (84,535,724.91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083,142.05     (49,253.19 )   1,033,888.86   

                 集合计划赎回款   (82,948,327.63 )   (2,621,286.14 )   (85,569,613.77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168,116,970.85     (8,443,866.94 )   159,673,103.91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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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初   570,879,459.57     (7,302,132.90 )   563,577,326.67   

  本年利润   (14,665,505.26 )   24,062,576.88     9,397,071.62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294,250,799.33 )   182,505.73     (294,068,293.60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39,538,410.21     9,043,628.88     148,582,039.09   

                 集合计划赎回款   (433,789,209.54 )   (8,861,123.15 )   (442,650,332.69 ) 

  本年已分配利润   (2,713,398.52 )   -     (2,713,398.52 ) 

                      

  年末余额   259,249,756.46     16,942,949.71     276,192,706.17   

 

9. 存款利息收入 

         

      2018年度     2017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77,619.15     278,952.28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1,528.87     2,985.71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25,619.13     22,228.55   

                

  合计   204,767.15     304,1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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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0. 股票投资(损失)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股票投资收益   1,801,670.16     2,374,652.84   

  深交所股票投资损失   (15,557,561.68 )   (19,288,494.66 ) 

                

  合计   (13,755,891.52 )   (16,913,841.82 ) 

 

11. 股利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2,623,860.90     2,004,057.30   

  基金投资产生的股利收益   692,416.39     1,264,930.78   

                

  合计   3,316,277.29     3,268,988.08   

 

12. 基金投资收益/(损失)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基金投资收益   903,401.92     -   

  深交所基金投资收益/(损失)   37,946.94     (2,099,713.10 ) 

  场外基金投资收益/(损失)   193,409.74     (1,370,839.02 ) 

                

  合计   1,134,758.60     (3,470,552.12 ) 

 

13. 债券投资收益/(损失) 

         

      2018年度     2017年度   

                

  上交所债券投资收益   3,906,578.81     984,202.85   

  深交所债券投资(损失)   (3,150,927.12 )   (81,288.31 ) 

  银行间债券投资(损失)   -      (7,573,896.63 ) 

                

  合计   755,651.69     (6,670,982.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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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14.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18,009,140.89 )   11,967,318.84   

  债券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340,967.66 )   3,522,988.51   

  基金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4,366,168.77 )   8,572,269.53   

                

  合计   (22,716,277.32 )   24,062,576.88   

 

15. 交易费用 

    

      2018年度     2017年度   

                

  交易所市场交易费用   1,213,901.69     591,113.25   

  银行间市场交易费用   1,092.50     280,410.32   

                

  合计   1,214,994.19     871,523.57   

 

16. 其他费用 

 

      2018年度     2017年度   

                

  审计费   35,000.00     15,000.00   

  账户维护费   37,200.00     36,800.00   

  其他   17,514.34     600.00   

                

  合计   89,714.34     5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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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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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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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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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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期货  管理人的股东控制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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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与上年度均未持有过本集合计划。 

 

(2) 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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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   22,702,700.00     13.43%     22,702,700.00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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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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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交易      74,556,278.09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3,005,4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310,216,955.64     100.00%   

  光大证券    股票交易      811,531,1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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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058,190.66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454,642,551.12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583,0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24,350,698.39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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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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186.84     99.85%     620,673.58     100.00%   

  光大期货   1,807.35     0.15%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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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463.32     100.00%     4,3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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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2,565.02     9,280,7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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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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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384.79 
    

1,392,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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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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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在 2018 年度及 2017 年度均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

(含回购)交易。 

  



 
 

光大阳光避险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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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016.24     177,6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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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7,411.14     278,95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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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805.78 元，2018 年产生

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5,619.13 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1,286,097.26 元，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2,22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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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19.22 元，2018 年产生的利

息收入为人民币 1,528.87元；2017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88,257.90元，

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985.71 元。 

 

a) 本集合计划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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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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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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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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债券

投资、基金投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及应收利息等，年末最大信用风险敞口与其

账面价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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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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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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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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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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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生息资产主要为银行存款、债券投资、买入返售证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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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汇率风险 

 

本集合计划持有的金融工具以人民币计价，因此无重大外汇风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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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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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风险管理(续) 

 

4. 市场风险(续) 

 

(3) 权益工具投资价格风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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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70,905.16     8.51%   

                

  合计   27,970,905.16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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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433,742.26     45.19%   

      —基金投资   64,395,634.50     12.31%   

                

  合计   300,829,376.76     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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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545.26 

    

15,041,4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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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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