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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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72.22     5,955,270.21   

      结算备付金     1,417,145.34     -   

      存出保证金     83,205.72     35,093.7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六、2    

191,444,820.29     336,240,995.17 
  

          其中：股票投资     25,094,019.89     66,772,777.60   

                     债券投资     166,350,199.58     208,017,374.42   

                     基金投资     600.82     61,450,843.1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六、3    52,800,199.20     8,000,000.00   

      应收证券清算款     6,873.60     13,632.88   

      应收利息  六、4    2,492,590.96     3,083,354.03   

      应收股利     798.62     750,164.53   

  资产总计     248,537,205.95     354,078,5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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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附注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426,468.12     312,019.26   

      应付托管费     38,457.04     56,163.50   

      应付交易费用     68,670.00     1,852.02   

      应交税费     14,100.07     -   

      其他负债     517,500.00     30,000.00   

  负债合计     1,065,195.23     400,034.78   

                  

  
归属于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六、5    127,510,248.45     175,379,871.38   

      未分配利润  六、6   119,961,762.27     178,298,604.39   

  净资产合计     247,472,010.72     353,678,475.77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248,537,205.95     354,078,510.55   

 

注：报告截止日2018年12月31日，集合计划份额净值为人民币1.9408元，集合计划份额总

额为127,510,248.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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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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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6,249.67 )   21,552,436.47   

      利息收入         5,956,863.53     15,880,535.24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六、7      120,295.55     362,154.02   

                     债券利息收入         5,710,993.93     15,216,600.2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利息收入   
      

125,574.05 
    

301,781.00 
  

      投资(损失)/收益    六、8      (4,570,608.00 )   660,594.28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损失)         72,985.49     (5,052,199.93 ) 

                     债券投资(损失)/收益         (4,829,481.09 )   1,984,612.61   

                     基金投资(损失)/收益         (1,443,536.85 )   699,686.75   

                     股利收益         1,629,424.45     3,028,494.85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六、9      (7,702,505.20 )   5,011,306.95   

                      

  费用         3,768,979.19     6,478,101.22   

      管理人报酬    八、3(5)      2,883,883.36     5,256,088.04   

      托管费    八、3(6)      519,099.06     946,095.95   

      交易费用         279,341.95     227,632.73   

      其他费用         86,654.82     48,284.50   

                      

  (亏损)/利润总额         (10,085,228.86 )   15,074,335.25   

                      

      所得税费用         -     -   

                      

  
净(亏损)/利润及综合(亏损)/收益 

    总额 
        

(10,085,228.86 ) 
  

15,074,3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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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79,871.38     178,298,604.39     353,678,475.77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0,085,228.86 )   (10,085,228.86 )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47,869,622.93 )   (48,251,613.26 )   (96,121,236.19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68,468.16     170,128.60     338,596.76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48,038,091.09 )   (48,421,741.86 )   (96,459,83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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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10,248.45     119,961,762.27     247,472,0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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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840,120.62     363,969,486.36     738,809,606.98   

  本年经营活动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     15,074,335.25     15,074,335.25   

  本年资产份额交易产生的集合计划净值变动数   (199,460,249.24 )   (198,950,932.73 )   (398,411,181.97 ) 

      其中：集合计划参与款   1,487,465.05     1,501,046.41     2,988,511.46   

      其中：集合计划退出款   (200,947,714.29 )   (200,451,979.14 )   (401,399,69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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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94,284.49 ) 
  

(1,794,284.49 ) 

                      

  年末净资产(集合计划净值)   175,379,871.38     178,298,604.39     353,678,4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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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成

立，成立之日集合计划实收份额为 1,289,933,895.55 份（含利息转份额人民币

650,088.95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09）第 1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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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根据《光大阳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光大阳光 5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公司债券(含公司债、可转

换公司债、可分离式交易可转换公司债、附认股权公司债、可交换公司债及证监

会批准的其他公司债券品种)，并可投资于公开发行的国债、国家重点建设债券、

企业债、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式交易可转债、

附认购权债券、可交换债券等其他债券，各种公开发行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

其他信用度高且流动性强的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业绩优良、成长性高、流动性

强的股票等权益类证券以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资产，以及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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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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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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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固定管理费。固定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

资产净值的1.00%年费率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H=E×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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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固定管理费划付

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

人。 

 

(2) 托管费 

 

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托管费按前一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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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 

 

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管理人向托管人发送计划托管费

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从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托管人。 

 

(3) 本集合计划推广期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不

得列入计划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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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他具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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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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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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有关集合计划分红条件的前提下，计划收益分配每年至少一次，收

益分配在开放日进行； 

 

(2) 开放日，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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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计划持有人未作选择的，按现金红利方

式分配； 

 

(3) 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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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每份计划单位享有同等分配权； 

 

(5) 集合计划当期收益在先弥补上期亏损后，方可进行当期收益分配； 

 

(6) 收益分配后计划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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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指定网站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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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或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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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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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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572.22     5,955,2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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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02,166.85     25,094,019.89     (3,108,146.96 ) 

  债券投资   168,270,965.76     166,350,199.58     (1,920,766.18 ) 

  基金投资   600.00     600.82     0.82   

                      

  合计   196,473,732.61     191,444,820.29     (5,028,912.32 ) 

 

      2017年12月31日   

      成本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   

                      

  股票投资   58,565,545.08     66,772,777.60     8,207,232.52   

  债券投资   212,528,144.43     208,017,374.42     (4,510,770.01 ) 

  基金投资   62,473,712.78     61,450,843.15     (1,022,869.63 ) 

                      

  合计   333,567,402.29     336,240,995.17     2,673,59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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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银行间市场   52,800,199.20     8,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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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2.58     4,567.98   

  应收结算备付金利息   637.70     -   

  应收存出保证金利息   37.50     15.80   

  应收债券利息   2,422,650.94     3,082,178.47   

  应收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   63,472.24     (3,408.22 ) 

                

  合计   2,492,590.96     3,083,354.03   

 

5. 实收资金 

 

      2018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175,379,871.38     175,379,871.38   

  本年增加   168,468.16     168,468.16   

  本年减少   (48,038,091.09 )   (48,038,091.09 ) 

                

  年末余额   127,510,248.45     127,510,248.45   

 

      2017年度   

      份额(份)     账面金额   

                

  年初余额   374,840,120.62     374,840,120.62   

  本年增加   1,487,465.05    1,487,465.05   

  本年减少   (200,947,714.29 )    (200,947,714.29 ) 

                

  年末余额   175,379,871.38     175,379,8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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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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104,580.18     9,194,024.21     178,298,604.39   

  本年利润   (2,382,723.66 )   (7,702,505.20 )   (10,085,228.86 )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46,444,088.75 )   (1,807,524.51 )   (48,251,613.26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62,531.64     7,596.96     170,128.60   

                 集合计划赎回款   (46,606,620.39 )   (1,815,121.47 )   (48,421,741.86 ) 

  本年已分配利润   -     -     -   

                      

  年末余额   120,277,767.77     (316,005.50 )   119,961,762.27   

 

      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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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初   346,992,629.33     16,976,857.03     363,969,486.36   

  本年利润   10,063,028.30     5,011,306.95     15,074,335.25   

  
本年集合计划份额交易 

    产生的变动数 
  
(186,156,792.96 )   (12,794,139.77 )   (198,950,932.73 ) 

      其中：集合计划申购款   1,388,532.83     112,513.58     1,501,046.41   

                 集合计划赎回款   (187,545,325.79 )   (12,906,653.35 )   (200,451,979.14 ) 

  本年已分配利润   (1,794,284.49 )   -     (1,794,284.49 ) 

                      

  年末余额   169,104,580.18     9,194,024.21     178,298,604.39   

 

7. 存款利息收入 

 

      2018年度     2017年度   

                

  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112,402.30     337,164.16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7,356.90     566.87   

  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536.35     24,422.99   

                

  合计   120,295.55     362,1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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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续) 

 

8. 投资(损失)/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投资收益/(损失)   72,985.49     (5,052,199.93 ) 

  债券投资(损失)/收益   (4,829,481.09 )   1,984,612.61   

  基金投资(损失)/收益   (1,443,536.85 )   699,686.75   

  股利收益   1,629,424.45     3,028,494.85   

                

  合计   (4,570,608.00 )   660,594.28   

 

9.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 

 

      2018年度     2017年度   

                

  股票投资   (11,315,379.48 )   3,848,328.99   

  债券投资   2,590,003.83     2,157,983.69   

  基金投资   1,022,870.45     (995,005.73 ) 

                

  合计   (7,702,505.20 )   5,011,3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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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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名称   与本集合计划的关系   

          

 光证资管   管理人   

 光大银行   托管人及推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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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联方交易 

 

(1) 本集合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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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之外的其他

关联方未持有本集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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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关联方交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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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794,729.60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289,998,722.72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578,0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19,173,8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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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11,874.07     100.00%   

  光大证券    债券交易      288,892,329.27     100.00%   

  光大证券    回购交易      882,000,000.00     100.00%   

  光大证券    基金交易      4,209,293.1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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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221.78      99.96%     68,080.80     100.00%   

  光大期货    120.1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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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900.08     100.00%     1,852.0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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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续) 

 

3. 关联方交易(续) 

 

(5) 集合计划管理费 

 

      2018年度     2017年度   

                

  

当年发生的集合计划 

    应支付的管理费 
  

2,883,883.36     5,256,088.04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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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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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099.06 
    

946,095.95 
  

 

注：本集合计划自成立之日起计提托管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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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和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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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银行   291,572.22     112,4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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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5,270.21     337,16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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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7,145.34元，2018年产生

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7,356.90元；2017年 12月 31日的余额为人民币 0.00 元，

2017 年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24,4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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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5.72 元，2018 年产生的利息收

入为人民币 536.35 元。2017年 12月 31 的余额为人民币 35,093.73 元，2017年

产生的利息收入为人民币 5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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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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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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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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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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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投资、基金投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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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94,019.89     10.14%   

      —基金投资   600.82     0.00%   

        

 合计  25,094,620.7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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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72,777.60     18.88%   

      —基金投资   61,450,843.15     17.37%   

        

 合计  128,223,620.75   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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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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4,731.04 

    

6,411,1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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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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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