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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简介 

“定期开放式净值型”为我行公募开放式净值型理财产

品，截止本报告期末累计发行期次14期,存续规模21.99亿

元，其中成立期限超过90天的有4期，分别为2019年双季盈A

款、双季盈C款、年年盈A款、季季盈A款。我行“定期开放

式净值型”理财产品投资范围包括现金、逆回购、同业存款、

存单、同业借款、债券、理财直融工具、债权融资计划、公

募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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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

品（A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013）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1月9日，募集规模27077.5083万

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投资于债权融资计划，产

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款） 

产品类型 公募、定期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3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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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投资者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1月 9日 

到期日 2029年 1月 8日 

报告期存续规模 27077.50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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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4.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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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

品（C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087）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2月27日，募集规模29942.4884万

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投资于债权融资计划，产

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C款） 

产品类型 定期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3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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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2月 27日 

到期日 2029年 02月 27日 

报告期存续规模 29942.488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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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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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年年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

品（A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114）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3月13日，募集规模3722.4524万

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投资于债权融资计划，产

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年年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款） 

产品类型 定期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3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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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3月 13日 

到期日 2029年 03月 13日 

报告期存续规模 3722.45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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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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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

品（A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117） 

该产品成立于 2019年 03月 20日，首期募集规模

11205.8710万元，本报告期末产品存续规模18246.8031万

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投资于债权融资计划，产

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款） 

产品类型 定期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36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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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客户购买 

成立日 2019年 03月 20日 

到期日 2029年 03月 20日 

报告期存续规模 18246.80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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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由 4.4%调整至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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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一)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历史净值走势 

 

（二）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C

款）历史净值走势 

 



（三）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年年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历史净值走势 

 

（四）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历史净值走势 

 

三、产品投资策略 

2019 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仍然偏弱，3 月份经济数据超



预期，4月 5月数据有所回落。中国 4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0200

亿元，同比少增 1615 亿元；新增社融规模 13600 亿元，同

比少增 4080 亿元，主要是信贷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同

比少增；4 月 M2 同比略将至 8.5%；中国 5 月新增人民币贷

款 11855 亿元，同比多增 459亿元，低于市场预期；新增社

融规模 14000亿元，同比多增 4466 亿元；5月 M2同比 8.5%，

增速与上月持平。 

市场方面，央行主导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货币

市场和债市宽幅震荡。货币市场：4 月初，有别于年初央行

接连降准与公开市场多种工具运用，央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

似乎转向保守，虽然整体中性的货币环境没有变化，但资金

市场已经从宽松向平衡有所转变。4 月份资金面边际收紧，

但 5 月以来 R001 却又持续震荡下行，一度接近 1%的关口水

平。6 月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指出，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

保持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

增速相匹配，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6月末 R001 位于 1.55%，R007 位于 2.66%，R014 位于

2.85%均低于三月底水平。债券方面：4月受资金面趋紧、经

济超预期企稳、金融数据改善、全面降准预期落空、通胀压

力上升等因素影响而持续走高，收益率上行到二季度阶段高

点，5 月和 6 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动避险情绪升温，加

之经济、金融数据偏弱，市场宽松预期得到强化，在此背景

下，除因包商银行被接管事件冲击而有所上扬外，利率债长



端收益率整体震荡下行。6月底，10 年期国开债位于 3.61%，

而 10 年期国债位于 3.23%，整体呈现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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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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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比

例（%） 

1 平顶山发展投资

债权融资计划 

155138260.00 
57.29% 

2 新郑政通债权融

资计划 

115636823.00 
42.71%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二）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双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C

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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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比例

（%） 

1 登封建投债权

融资计划 

180000000.00 60.12% 

2 中原-绿都物业

债权融资计划 

119424884.00 39.88% 

（三）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年年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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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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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资产名称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比例

（%） 

1 兴港投资债权

融资计划 

37224524.00 100% 

（四）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定期开放净值型理财产品（A

款）（产品编码：C129011900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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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占产品资产比例

（%） 

1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

划 

45851789.00 
25.13% 

2 金融街二期债权融资

计划 

66206921.00 
36.28% 

3 渣打银行结构性存款 70409321.33 38.59% 

序号 主要投资资产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61.41% 

2 结构性存款类资产 38.59% 



五、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 B 款至 C 款、双季盈 D 款至 H

款、年年盈 B 款至 D 款周期开放式理财产品情况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季季盈B款至C款、双季盈D款至H款、年年

盈B款至D款周期开放式理财产品成立期限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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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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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