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99”半年添益1902期银行理财

计划

2022年第3季度报告

产品管理人：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19 日



§1 重要提示

产品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产品资产，并如实反映

产品财务指标及投资组合情况，但不保证产品一定盈利。

产品托管人根据本产品合同规定，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产品的产品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止。

§2 产品概况

2.1 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幸福 99”半年添益 1902 期银行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 TYG6M1902



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Z7002221000089

产品成立日 2022 年 1 月 21 日

产品到期日 -

产品募集方式 公募

产品运作模式 开放式净值型

产品投资性质 固定收益类

业绩比较基准（%） 3.40%-4.10%

报告期末产品规模（元） 1,619,864,877.71

杠杆水平（%） 113.37%

风险等级 中低

产品管理人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杠杆水平=总资产/理财产品净资产，理财产品净资产=总资产-总负债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和产品净值表现

单位：元、份、元/份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2 年 7 月 1 日-2022 年 9 月 30

日）

1.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1,619,864,877.71

2.期末产品总份额 1,384,854,965.09

3.期末产品份额单位净值 1.1697

4.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1.1697

报告期末下属子产品相关信息披露

子产品名称 子产品代码 份额净值 份额累计净值 资产净值

§4 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内产品投资策略与回顾



三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总体延续呈现弱复苏态势，基建相关高频数据出现回

升，制造业投资保持稳健增长，但房地产相关指标依旧疲弱，消费受疫情和居民

收入增速放缓影响恢复较慢，出口增速开始回落，经济仍面临一定压力。同时海

外美元进入强势周期，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较大。

债券市场方面，债券收益率先下后上，8月央行超预期降息带动债券收益率大幅

下行，利率债收益率一度接近 2020 年 4 月低点，信用利差大幅压缩，资产荒再

现。但 9月以来，受美联储加息、人民币汇率快速走贬、商品房销售回暖、资金

价格收敛等因素影响，债市出现较大幅度调整。

本产品以主要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信用债投资方面，在严格把控信用

风险的前提下，挖掘个券的超额收益机会；利率债投资方面，继续保持灵活适度

操作，择机参与波段机会；其他固收类资产，择机配置其他零久期固收类资产。

4.2 产品未来展望

展望四季度，在基建投资带动下，经济大概率延续弱复苏的态势，房地产、

疫情防控、美联储加息进程是影响后市主要变量。综合来看，当前 10 年期国债

收益率接近 1年期 MLF 政策利率，债券绝对收益率水平偏低，四季度维持债券收

益率震荡判断。

4.3 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产品属于开放式固定收益类，本产品通过合理安排投资品种和期限结构、

限制资产持仓集中度、监控组合资金头寸等方式管理产品的流动性风险，确保资



产的变现能力与投资者赎回需求的匹配；报告期内，本产品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

险事件。

4.4 报告期末穿透前投资组合分类

序号 项目 期末占总资产比例（％）

1 现金及银行存款 0.10%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05%

4 债券 66.11%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33.74%

6 权益类投资 0.00%

7 金融衍生品 0.00%

8 代客境外理财投资 QDII 0.00%

9 商品类资产 0.00%

10 另类资产 0.00%

11 公募基金 0.00%



12 私募基金 0.00%

13 资产管理产品 0.00%

14 委外投资——协议方式 0.00%

15 合计 100.00%

4.5 报告期末穿透后投资组合分类

序号 项目 期末占总资产比例（％）

1 现金及银行存款 0.10%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05%

4 债券 66.11%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33.74%

6 权益类投资 0.00%

7 金融衍生品 0.00%

8 代客境外理财投资 QDII 0.00%

9 商品类资产 0.00%



10 另类资产 0.00%

11 公募基金 0.00%

12 私募基金 0.00%

13 资产管理产品 0.00%

14 委外投资——协议方式 0.00%

15 合计 100.00%

4.6 报告期末投资前十名资产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资产名称 金额（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1 22 嘉善城投 01 368,757,286.49 22.76%

2
财赢通系列中证 500 指数二元

看涨 29 号收益凭证
150,471,945.24 9.29%



3

宁波市鄞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度第四期理财直接融

资工具

100,458,561.64 6.20%

4
2022 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41,376,986.30 2.55%

5

青岛国际院士港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40,789,753.42 2.52%

6

浙江武义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40,585,369.86 2.51%

7

绍兴柯岩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保障性住房)(第一期)

33,920,454.80 2.09%



8

绍兴市上虞杭州湾滨海新城投

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18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31,580,383.56 1.95%

9

盐城市城市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第二期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

31,257,698.63 1.93%

10

常州市春秋淹城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

31,241,958.90 1.93%

4.7 报告期融资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末质押式回购余额 214,593,145.97 13.25%

2 报告期末同业拆入余额 0.00 0.00%

3 其他 0.00 0.00%

4.8 报告期末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5 产品份额变动

序

号
融资客户 项目名称

资产到

期日
资产价值（元）

交易

结构

收益分

配方式

风险

状况

1

宁波市鄞

开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

宁波市鄞开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度第四期理财直接

融资工具

202302

21
100,458,561.64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利随本

清，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2

嘉善县城

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

限公司

22 嘉善城投 01
202302

26
368,757,286.49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利随本

清，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3

财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财赢通系列中证500

指数二元看涨 29 号

收益凭证

202302

23
150,471,945.24

收/

受益

权

到期一

次还本

付息

正常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产品份额总额 1,002,355,181.58

报告期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1,384,854,965.09

§6 托管人报告

本报告期内，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托管人”）在对本产品

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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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托管协议的规定，依法安全保管了本产品的全部资产，对本产品的投资运作

进行了认真、独立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没有从事任何损害产品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行为，诚实信用、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应尽的义务。

本托管人复核了本产品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经复核，本产品报告中披露的理财产品财务数据核对一致。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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