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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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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期银行理财计划

产品代码 TYG6M2006



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Z7002221000173

产品成立日 2020 年 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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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866,165.66

杠杆水平（%） 1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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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866,165.66

2.期末产品总份额 1,361,807,982.32

3.期末产品份额单位净值 1.1168

4.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1.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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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产品未来展望

展望四季度，经济大概率延续弱复苏的态势，房地产政策、疫情防控政策、

美联储加息政策等仍将是影响债市重要变量，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有望保持高

增，资金利率向政策利率收敛，央行货币政策主要目标仍在稳增长和降实体经济

成本，银行间资金面价格有望相对平稳。后续来看，债券收益率大幅上行和下行

的可能性较低，债券收益率有望保持低位震荡，票息策略依旧是最重要的策略，

并适时把握阶段性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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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9%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00%

4 债券 60.28%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22.22%

6 权益类投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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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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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20%

4 债券 75.76%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22.22%

6 权益类投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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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沅资产鑫梅花 606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289,959,322.97 19.07%



2

宁波市海曙广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2022 年度第八期理财直

接融资工具

200,168,616.44 13.16%

3
同业借款（信达金租 1E

20220929）
100,015,555.56 6.58%

4 申万龙鼎定制 200 期收益凭证 60,014,465.76 3.95%

5
同业借款（渝农商金租 0.5E

20220916）
50,041,533.40 3.29%

6

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

42,665,698.63 2.81%

7

宁波市奉化区新农村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42,511,232.88 2.80%



8

浦江县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37,977,337.26 2.50%

9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2,239,931.51 2.12%

10

安吉紫梅实业有限公司 202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收益公司债

券(第一期)

31,730,219.18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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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56,564.21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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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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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

曙广聚资

产经营有

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广聚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八期理

财直接融资工具

202303

14
200,168,616.44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利随本

清，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2

渝农商金

融租赁有

限责任公

司

同业借款（渝农商金

租 0.5E 20220916）

202303

14
50,041,533.40

同业

借款

到期一

次还本

付息

正常

3

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

公司

申万龙鼎定制 200

期收益凭证

202212

27
60,014,465.76

收/

受益

权

到期一

次还本

付息

正常

4

信达金融

租赁有限

公司

同业借款（信达金租

1E 20220929）

202303

14
100,015,555.56

同业

借款

到期一

次还本

付息

正常



§5 产品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产品份额总额 664,325,839.31

报告期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1,361,807,9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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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