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 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关于滨海 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 42期 

推广销售公告 

一、重要提示 

1、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审慎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

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托管人承诺以诚实守信、审

慎尽责的原则履行托管职责，安全保管客户集合计划资产、办理资金收付事项、

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资产投资不受损失，不保证最低收益。  

2、本公告仅对本集合计划推广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如欲了

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请阅读本公司网站（www.bhhjamc.com）及各推广网

点备置的《滨海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滨海1号民生价值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滨海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3、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管理人郑重提示委托人：在每次参与本集合计划

（无论推广期参与还是开放日参与）时，委托人应依据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相关

参与文件向原推广机构查询确认。 

二、本集合计划概况 

1、计划名称：滨海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42期 

2、计划代码：C71715 

3、计划类型：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计划存续期限：本期集合计划的终止日为本期集合计划成立日起满三个

月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5、集合计划单位面值：人民币壹元 

6、最低参与金额： 

单个委托人首次参与的最低金额为人民 50,000 元。对于已经持有本集合计

划的委托人，其新增参与资金的最低金额是人民币 1,000元；  

7、本集合计划的各项费用： 

（1）参与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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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出费：0； 

（3）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分为固定管理费和浮动管理费两部分。

本期集合计划管理人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 0.75%； 

（4）托管费：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为 0.05%； 

（5）业绩报酬：本期份额不收取业绩报酬； 

具体参见《滨海 1 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第 8 部分 集

合计划费用”。 

三、推广期  

本期集合计划推广期为 2017 年 4月 6日至 11日，管理人可根据实际参与情

况提前或延期结束。通过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营业

网点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推广。本集合计划设立的推广期，投资

者可登陆公司网站（www.bhhjamc.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或到各推广营业网点咨询参与事宜。 

四、推广机构 

本集合计划的推广机构是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代销机构。 

五、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推广对象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和现金类资产，属于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计划资产整体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均适中，低于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

为低风险品种。因此，本集合计划的适合推广对象为低风险承受能力的合法客户。 

    特此公告。 

渤海汇金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4月 5日 



滨海日号民生价值枭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

第钜期枭合计划运作信息约定书

捉:示 :集合计划运作信息约定书指对 “滨海 1号民生价值枭合资∷产管理计划”

每期枭合计划份额资产运作需遵循的特定规则的揭示文件及补充约定,是对 《滨海

1号民生价值枭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的有效补充,是 《滨海1号民生价值枭

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 《滨海 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管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 “滨海 1号民生价值枭合资产管理计划”

新一期枭合计划份额发行时,作为 《滨海 1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

同》的附件由委托人签订,并曲管理人于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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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代码 C71715

本期运作期限 `. 绛 △ 日:本期集合计划感立 日起满三个月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 ;

例如 ,本期集合计划 ⒛ 17年 4月 13日 成立,则 终止 日为 ⒛17

年 7月 13日 。

目标规模 规模上限由管理人根据实际情况确认

参与开放期 201⒎年 4月 6日 -2017+4月 11日

管理人可根据实际参与情况提前或延期结束。

投资范围和比例 商业银行理财计划、基金公司

存款等,投资比例符合 《滨海 1

同》中投资要求及相关限制。

(含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及银行

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

挂钩收益计算方法 挂钩标的: 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的 au1712合约

第矽 期份额委托人的年化挂钩收益率 (r)

计算公式如下 :

其中

p为 该期期末参考价相对期初参考价的涨跌幅∷,计算公式如下 :

挂钩标的观察期内涨幅情况 年化挂钩收益率 (r)

pJ≥ 0% 3%+15%× p

p(<0% 3%



旰该期计划期末参考价/期初参考价-10Cl%

第砭 期所有委托人挂钩收益=r x第 砭 期集合计划戚刂立 日
`总

份

额 x1.00元/份 x第 匆 期集合计划实际运作天数/3bs

该期集合计划实际运作天数=该期集合计划终止 日-该期集合计

划戚立 日H

其中 :

(1)成 立 日为第辊 期集合计划参与开放期结束后的第二个工作

日,期初参考价为挂钩标的在期初观察 日的收盘价,期初观察 日

为第 矽 期集合计划的成立 日。期末参考价为挂钩标的在期末观

察 日的收盘价,期末观察 日为第 硐 期集=合计划终止 日前第一个

预定交易日。观察期指期初观察 日至期末观察 日的期间。若挂钩

标的的原定期初观察 日或期末观察 日并非其预定交易日或者为

受干扰 日 (即挂钩标的出现以下规定的交易受干扰的情况),则

下一个紧接的预定交易日为期初观察 日或期末观察 日。

(2)挂 钩 标 的 收 盘 价 指 上 海 期 货 交 易 所 在 其 网 站

(http∶ 〃www。 shfe.cOm。 cn/)上公告的收盘价。若因不可抗力

挂钩标的收盘价未能公布,由管理人酌情认定。收益率的计算保

留到小数
`点

后第 5位 ,小数
`点

后第 5位 以后的部分四合五入。

(3)受 干扰 日:交易所如果未能如期开盘,或 出现或存在下列

情况:la)交易中断,lb)市场中断,且~上述任一情况;均 被管理

人在交易所或相关交易所收盘前一个小时内认定为严重干扰 ,或

lc)提前收盘。

a.1交易中断】发生任一事件 (除提前收盘外),经由管理人确

定,对市场参与者造成干扰或影响市场参与者9使其不能 (i)实

现挂钩标的交易或获取挂钩标的市场价值 ;(ii)在任一相关交

易所,实现与挂钩标的有关的期权合约 (如有)或期货合约 (去口

有)交易或获取与挂钩标的有关的期权合约 (如有)或l期 货合约

(如有)的市场价值 ;



b.1市 场中断】相关交易所或关联交易所中止交易或对交易加以

限制,或 因挂钩标的波动超过相关交易所允许的限额 ;

c.【 提前收盘】交易所或相关交易所提前收盘而通知提前收盘时

间距实际收盘时间或交易所、相关交易所在收盘时间输入订单执

行交易的最后期限,不足一小时 (扣除交易所及相关交易所在早

上交易时间截止后和下午交易时间开始前的时间)(前述任一种

情形皆为提前收盘 )。

管理人特别声明:此委托人的挂钩收益丕是保证收益。委托人承

认,资产管理合同所提及的挂钩收益仅是投资目标,不构成管理

状况的任

参与费率:0;

退出费率:0;

^【
注:参与费率及退出费率的含义及具体计算方式详见《氵

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第4、 14部分】

G=  0.75%/+   ;

【注 :固 定管理 费费率及收取方式的含 义及具体计算方式详 见

《滨海 1号 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 同》第 8部分】

本期份额不收取业绩报酬 ;

【注:业绩报酬及收取方式的含义及具体计算方式详见 《唪璋 :1

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合同》第8部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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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金受损的风险。

参与费率及退出费率

固定管理费费率及收

取方式

业绩报酬及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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