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理财产品

2020年一季度运作报告 

一、产品简介 

“稳健增利系列”理财产品为我行公募封闭式净值型理

财产品，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理财存续产品25只,份额余

额18.61亿份，规模余额19.22亿元。我行“稳健增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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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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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3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089）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3月06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8780.5798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年第 3期理财

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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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日 

到期日 2020年 09月 0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8780.5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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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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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二）“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4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115）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3月13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8949.3418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年第 4期理财

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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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09月 0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8949.34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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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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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三）“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5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116）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3月20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3869.9055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年第 5期理财

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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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3869.90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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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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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四）“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6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118）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3月27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6943.8945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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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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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月 27日 

到期日 2020年 9月 30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6943.89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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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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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五）“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9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205）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4月30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10758.2892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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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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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30日 

到期日 2020年 9月 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10758.28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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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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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六）“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0期理财产品（产品

编码：C1290119000207）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05月08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7465.5382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0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4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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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8日 

到期日 2020年 9月 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7465.538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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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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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七）“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1期理财产品（产品

编码：C1290119000222）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5月22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13673.1024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1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4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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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2日 

到期日 2020年 9月 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13673.102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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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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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八）“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2期理财产品（产品

编码：C1290119000223）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5月29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12029.0714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2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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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9日 

到期日 2020年 9月 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12029.07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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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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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九）“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3期理财产品（产品

编码：C1290119000282）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6月05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4761.8368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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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05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4761.83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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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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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4期理财产品（产品

编码：C1290119000297）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6月12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3349.8999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4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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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3349.89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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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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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一）“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5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314）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6月19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2784.7943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5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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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9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2784.794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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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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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二）“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6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315）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6月19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6863.2525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6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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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9日 

到期日 2020年 09月 07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6863.25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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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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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三）“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7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343）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6月26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7622.5162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17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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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6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9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7622.516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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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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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四）“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1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433） 

该产品成立于 2019年 8月 7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7754.5592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1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8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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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7日 

到期日 2021年 11月 6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7754.55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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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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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五）“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2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433）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8月21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6214.7366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2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8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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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1日 

到期日 2021年 11月 6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6214.736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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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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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六）“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3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435） 

该产品成立于 2019年 9月 4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3832.3841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2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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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4日 



到期日 2022年 4月 19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3832.38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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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七）“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4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506）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9月18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4407.6431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4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6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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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8日 

到期日 2021年 6月 13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4407.64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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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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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八）“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5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506）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9月25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6601.1629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5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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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5日 

到期日 2021年 11月 1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6601.16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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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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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十九）“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6期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C1290119000519） 

该产品成立于2019年10月09日，报告期末规模余额

9742.4646万元，理财币种为人民币，产品主要要素如下： 

名称 
中原银行鼎盛财富稳健增利系列 2019 年第 26 期理

财产品 

产品类型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理财期限 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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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09日 

到期日 2021年 11月 15日 

报告期末规模余

额 
9742.46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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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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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二、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3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2、“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4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3、“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5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4、“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6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5、“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9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6、“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0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7、“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1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8、“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2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9、“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3 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0、“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4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1、“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5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2、“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6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3、“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17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4、“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1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5、“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2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6、“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3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7、“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4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8、“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5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19、“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 26期理财产品历史净值走势 



 

三、产品投资策略 

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全国经济活

动受到极大冲击，央行货币政策加大宽松力度，以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先后两次下调公开市场政策利率，引导 LPR利率

下行，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和针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海

外主要央行纷纷加大宽松支持力度。债券市场在经济下行压

力显著加大和货币宽松力度加强的情况下，收益率大幅下

行。 

疫情冲击，国内经济增速大幅下行。2020 年一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6.8%，自从 1992 年公布季度 GDP 这个指标以

来，第一次出现负增长，2019 年我国 GDP 增长 6.1%。 

货币政策宽松：与去年四季度相比，3 月底之前资金面

震荡宽松，2020年 1 月 1 日央行宣布全面降准，为一季度的

流动性宽松定下基调。3 月 13 日央行再次实施惠普金融定向



降准，以应对今年的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虽然央行称“不

会大水漫灌”，但资金市场已经从平衡向宽松有所转变，即

便春节后央行连续暂停公开市场操作，银行间资金利率也仍

然处于难得的历史低位。3月末 R001 位于 1.76%，R007位于

2.49%，均处于同期较低水平；同业存单发行利率持续走低，

1 月 AAA 全市场加权平均利率月末达到 2.17%，较年初下行

73BP。 

市场方面，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季度整体大幅下行。截

至 2020 年 3 月末，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 2.59%，较年初下

行 55BP。2019年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 月份利率债在央行降准和 MLF 等大额流动性投放呵护下收

益率震荡下行。春节期间“新冠”疫情国内持续发酵，恢复

交易第一天利率债收益率便下行将近 20bp，此后因为国内疫

情控制得当，利率债收益率整体呈震荡走势。直至 2月末“新

冠”疫情在海外突然爆发，并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利率债

再度开启了一波趋势性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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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稳健增利系列”2019 年第 3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089）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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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83400601.00 100% 

2、“稳健增利系列”2019 年第 4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115）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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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85078851.00 100% 

3、“稳健增利系列”2019 年第 5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C1290119000116）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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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01892.00 100% 

4、“稳健增利系列”2019 年第 6 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118）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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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66079620.00 100% 

5、“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9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205）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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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102999985.00 100% 

6、“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0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207）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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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71578093.00 100% 

7、“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1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222）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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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131326351.00 100% 

8、“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2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223）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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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115636823.00 100% 

9、“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3期理财产品（产品编码：

C1290119000282）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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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89793.00 100% 

10、“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4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码：C1290119000297）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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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1446.00 100% 

11、“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5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314）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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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35686.00 100% 

12、“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6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315）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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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港投资债权融资计划 66206921.00 100% 

13、“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7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343）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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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66932.00 100% 

14、“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1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433）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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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资产名称 份额 投资资产比例 

1 牟中发展投资债权融资

计划 

74996909.00 100% 

15、“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2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433）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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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中发展投资债权融

资计划 

60235875.00 100% 

16、“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3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435）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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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1 济南高新投资债权融资

计划 

3536598.00 95% 

17、“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4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506）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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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街二期债权融资计划 42923529.00 95% 

18、“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5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码：C1290119000506）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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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打银行结构性存款 64309575.00 100% 

19、“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26期理财产品（产品编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100%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结构性存款 100% 



码：C1290119000519） 

（1）投资资产类型占比： 

序号 投资资产类型 资产占比 

1 债权融资计划 30.84% 

2 结构性存款 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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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街二期债权融资计划 2931.857715 30.84% 

2 渣打银行结构性存款 6575.938885 69.16% 

五、 “稳健增利系列”其他产品情况 

（1）“稳健增利系列”2019年第18-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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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稳健增利系列”2020年第1-3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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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