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理财产品 

2020年上半年运作报告 

一、产品简介 

“乾景系列”理财产品为我行私募净值型理财产品，截

至2020年6月末，该系列理财产品存续产品9只,份额余额

5.67亿份，规模余额6.01亿元。我行“乾景系列”理财产品

投资范围包括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同业借款、资产管理计

划、债权融资计划等符合监管要求及本行规定的资产，投资

运作稳健，报告期内运行情况良好。具体产品信息如下： 

（一）“乾景系列”2019年第2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09）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1月23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12863.0137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2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2558天 

适合客户类型 
适合有一定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及以

上以上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1月 23日 

到期日 2026年 01月 24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12863.0137 万元 



额 

业绩比较基准 

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

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5.0%（年化），

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

构成中原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托管人 招商银行郑州分行 

（二）“乾景系列”2019 年第 6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57）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5月08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7410.7945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6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79天 

适合客户类型 
适合无投资经验或投资经验较少，风险承受能力为

稳健型及以上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5月 08日 

到期日 2020年 12月 0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7410.7945 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 

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

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5.1%（年化），

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



构成中原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托管人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三）“乾景系列”2019 年第 7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59）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5月22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7298.8256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7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614天 

适合客户类型 
适合无投资经验或投资经验较少，风险承受能力为

稳健型及以上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5月 22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7298.8256 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 

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

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5.1%（年化），

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

构成中原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托管人 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四）“乾景系列”2019 年第 8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64）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6月05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4468.0167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8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600天 

适合客户类型 
适合无投资经验或投资经验较少，风险承受能力为

稳健型及以上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6月 05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4468.0167 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 

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

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5.1%（年化），

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

构成中原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五）“乾景系列”2019 年第 9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66）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6月20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5918.3535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乾景系列 2019年第 9期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914天 

适合客户类型 
适合有投资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为进取型及以上客

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6月 20日 

到期日 2021年 12月 20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5918.3535 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 

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动，

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6.5%（年化），

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

构成中原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 

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二、历史净值走势 

1、“乾景系列”2019 年第 2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2、“乾景系列”2019 年第 6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3、“乾景系列”2019 年第 7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4、“乾景系列”2019 年第 8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5、“乾景系列”2019 年第 9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三、产品投资策略 

   （一）宏观经济回顾 

    海外市场方面,上半年疫情突如其来，打破市场原先的

主导逻辑、情绪和政策节奏，随后被全球央行政策刺激而有

所平抑。目前全球疫情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2 月



以中国和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地区，第二阶段是 3-4 月以意大

利为代表的欧洲，第三阶段是 4月疫情中心开始转向美国并

维持至今，第四阶段是 5 月下旬疫情开始爆发的巴西、俄罗

斯、印度。 

国内市场方面,国内疫情在 2月出现拐点，3月得到控制，

经济先经历了短时间“休克”，在经济重启时间上领先其他

国家，也为后续市场韧性、政策独立性创造了条件。 

政策方面，中国政策积极但克制，为今后政策实施保留

了空间。今年 1万亿元特别国债以市场化方式发行，并未出

现财政政策货币化现象。货币政策也保持稳健主轴，央行资

产负债表较为平稳。 

   （二）债券市场回顾 

1 月至 4 月，市场避险情绪浓厚，债市收益率曲线陡峭

化。公开市场利率较年初下调 30BP 并引导 LPR 利率下降

30BP，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从 3.1%附近一路下行，一度跌破

2.5%,创 2002年以来的新低，大量流动性导致短端利率下行

速度更快，4 月份利率曲线快速走陡，投机交易开始活跃，

以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为代表的杠杆指标持续走高。5

月货币政策释放出有意压低投机情绪的信号，政策利率不再

继续向下，受此影响，投机交易减弱，短端利率明显上行，

长端稳定，且银行间质押式回购成交量回落。6 月恰逢跨季、

跨半年时点，叠加缴税和特别国债发行，资金面边际收紧，



债市波动加剧。 

   （三）债券市场展望 

当前国内经济快速反弹后复苏速度可能放慢，但复苏态

势较为明朗，发达经济体短期休克后经济重启，复苏进程加

快。政策方面，国内财政以稳为主，货币政策由宽货币转向

宽信用，政策空间仍在。通胀方面，在 CPI、PPI 前期持续

下行之后下半年不构成主要矛盾。下半年中国与海外发达经

济体可能将处在经济共振复苏的状态，但仍需谨防国内经济

修复进度低于预期、美国大选临近中美摩擦加剧、香港问题

不时扰动市场情绪等风险。 

利率债方面，基于疫情和经济预期的逆转，债券趋势性

机会不再，政策最为宽松的时点已经过去，但未到收紧时。

5 月至今大幅回调后债券配置价值重现，利率债短时间内从

牛市状态转为熊市状态概率较低，牛熊切换之际可能还会经

历收益率二次探底的过程。 

信用债方面，“宽货币+宽信用”的环境，信用利差压缩、

信用债优于利率债。经济填坑期意味着较多企业度过了没有

收入面临生存压力的阶段，企业经营压力的逐渐缓解，加上

企业融资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盈利

有望边际回升，企业的信用资质将迎来改善，关注结构性的

变化，识别出中长期信用资质变化的行业及公司。城投债分

化，减税降费叠加公共卫生事件冲击，财政压力愈发凸显，



各地区间城投发债融资以及财政压力的分化，仍需要保持更

多警惕，下沉城投信用资质时机仍需等待。 

报告期内，本产品密切跟踪基本面、政策面和资金面的

变化，秉持稳健投资原则，谨慎操作，以确保组合安全性为

首要任务。我们在资产配置方面选择利率债、同业存单和高

等级信用债投资，期限搭配以及杠杆水平合适，组合整体流

动性较好。 

四、投资组合情况 

1、“乾景系列”2019 年第 2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09） 

（1）主要投资资产占比： 

（2）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组合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前

十的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1980026.IB 100,000,000.00 83.33% 

2 151190.SH 20,000,000.00 16.67% 

2、“乾景系列”2019 年第 6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57） 

（1）主要投资资产占比：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债券类资产 100% 



（2）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组合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前

十的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9年度第二期理

财直接融资工具 

70,000,000.00 100% 

3、“乾景系列”2019 年第 7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59） 

（1）主要投资资产占比： 

（2）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组合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前

十的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新郑政通债权融资计划 69,070,000.00 100% 

4、“乾景系列”2019 年第 8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A000064） 

（1）主要投资资产占比：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理财直融工具 100%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2）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组合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前

十的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新郑政通债权融资计划 42,360,000.00 100% 

5、 “乾景系列”2019 年第 9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C1290119 

A000066） 

（1）主要投资资产占比： 

（2）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组合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前

十的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财通基金中原 1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55500000.00 100% 

五、 “乾景系列”其他期产品情况 

（1）“乾景系列”2019年第3、4、10-11期理财产品距离产

品到期不足90日，本报告期内不再编制当期报告。 

注：本报告是为投资者提供的参考资料。报告根据行业通行准则，以合法渠道获

得信息，并力求报告内容准确可靠，但并不对报告内容及所引用资料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作出任何承诺和保证。本报告不能作为投资研究决策的依据，不能作为道

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我行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

任。本报告版权仅为我行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资产管理计划 100% 



版、复制、刊登、发表和引用。我行对本报告保留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的权利，

以及最终解释权。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