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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生成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



第一章 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红玫瑰智盈系列理财产品添金 202096 期

理财产品代码 LC0420JZ0096

产品登记编码 C1080920000230

产品托管机构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募集方式 公募

产品运作模式 封闭式净值型

产品投资性质 固定收益类

产品募集规模 22451.00 万元

产品期限类型 1-3 年（含）

募集起始日期 2020-03-10

募集结束日期 2020-03-16

产品起始日期 2020-03-17

产品终止日期 2021-04-01

业绩比较基准 5%



第二章 净值、存续规模及收益表现

时点指标 区间指标

份额净

值（元）

份额总

数（万

份）

累计净

值（元）

资产净

值（万

元）

净值增

长率

业绩基

准增长

率

报告

期末
1.0266 22451.0 1.0266 23047.7 - - -

一个

月前
1.0226 22451.0 1.0226 22957.3

过去一

个月
0.394% 0.411%

两个

月前
1.0184 22451.0 1.0184 22863.9

过去两

个月
0.804% 0.836%

三个

月前
1.0142 22451.0 1.0142 22770.5

过去三

个月
1.218% 1.261%

六个

月前
1.0020 22451.0 1.0020 22496.1

过去六

个月
2.452% 2.507%

一年前 - - - -
过去

一年
- -

- - - - -
成立

至今
2.658% 2.712%



第三章 管理人报告

3.1 报告期内产品投资策略

利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通过对相关金融资产的合理配置，在确保

本金安全和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稳定合理的回报。

3.2 产品未来表现展望

通过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的综合分析，在严格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主动构建及调整投资组合，力争获取超额收益。

3.3 报告期内产品运作遵规守信情况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明：

作为理财产品管理人，在报告期内产品运作严格遵守《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在认真控制产品投资

风险的基础上，为产品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



第四章 托管人报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声明：

在报告期内，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产品的托管人，严格遵守《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安全高效的原则，不存在

任何损害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完全尽职尽责地履行了产品托管人应尽

的义务。

在报告期内,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产品的管理人，在资金的投资运

作、净值计算、利润分配、费用开支等问题上，严格遵循《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第五章 资产持仓

5.1 期末产品资产持仓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穿透前占总资

产比例

穿透后占总

资产比例

1 现金及银行存款 - -

2 同业存单 - -

3 拆放同业及买入返售 - -

4 债券 9.9% 9.9%

5 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 -

6 新增可投资资产 - -

7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 90.1%

8 权益类资产 - -

9 金融衍生品 - -

10 代客境外理财投资 QDII - -

11 商品类资产 - -

12 另类资产 - -

13 公募基金 - -

14 私募基金 - -

15 资产管理产品 90.1% -

16 委外投资――协议方式 - -



5.2 期末产品持有的前十项资产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类别 代码
持有金额

（万元）

占总资产的

比例

1
应收账款转

让协议
应收账款 - 9562.90 42.0%

2

信托贷款合

同

bitc2020(t

)-0616 号

信托贷款 - 8713.70 38.3%

3 19 江旅 02 公司债券 151800 2258.09 9.9%

4

信托贷款合

同

bitc2019(l

r)-1759 号

信托贷款 - 2243.76 9.9%



5.3 期末产品持有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序号 融资客户 项目名称 交易结构
收益率

（％）

剩余期限

（天）
风险情况

1

吉林省恒

大坤盛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吉林“恒大

城”首期项

目开发建设

信托贷款 12.00 -110 -

2

吉林省恒

大坤盛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吉林“恒大

城”首期项

目开发建设

信托贷款 11.20 168 -

3

吉林省恒

大坤盛房

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吉林“恒大

城”首期项

目开发建设

信托贷款 12.00 -110 -

4

中润鸿盛

（深圳）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购房尾款应

收账款
应收账款 10.00 163 -

5

中润鸿盛

（深圳）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购房尾款应

收账款
应收账款 10.00 170 -



5.4 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

本产品投资于本行或托管机构，其主要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

致行动人、最终受益人，其控股的机构或者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或

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其他重大关联交易时，严格符合理财产品的投资目标、

投资策略和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

易的条件进行。



第六章 收益分配情况

该产品报告期内未发生分红。



第七章 风险分析

7.1 理财投资组合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产品投资运营过程中，管理人综合考虑了资产流动性、产品赎回压力和

负债到期情况，采用了合理的流动性管理手段，流动性风险总体可控。

7.2 理财投资组合其他风险分析

本产品投资运营过程中，管理人对产品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法律合规

风险等各类风险建立完善的风控机制，相关风险总体可控。



第八章 投资账户信息

本产品在托管人处开设了相关托管账户，用于产品资金划转和投资运作。



第九章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其他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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