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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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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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2 产品概况

2.1 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丰裕固收 22029 期(共富主题)

产品代码 FYG22029



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Z7002222000039

产品成立日 2022 年 5 月 12 日

产品到期日 2024 年 1 月 3 日

产品募集方式 公募

产品运作模式 封闭式净值型

产品投资性质 固定收益类

业绩比较基准（%） 4.68%

报告期末产品规模（元） 1,025,759,437.62

杠杆水平（%） 1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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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 日-2022 年 12 月

31 日）

1.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1,025,759,437.62

2.期末产品总份额 1,008,952,670.25

3.期末产品份额单位净值 1.0167

4.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1.0167

§4 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内产品投资策略与回顾

本产品主要投资固收类资产。受疫情扰动影响，国内经济数据在三季度出现

边际回升后，四季度重回弱势。出口、消费增速转负，地产投资持续负增长，基

建增速小幅回落。具体来看，12 月中采制造业 PMI 值较 9 月值走低 3.1 个百分



点至 47%；11 月美元计价出口增速较 9 月回落 14.6 个百分点至-8.9%，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 9月回落 8.4 个百分点至-5.9%；1-11 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较 1-9 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至 5.3%的水平；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在季度内维持较

低水平。

债券市场方面，四季度债市各品种收益率呈现先下后上态势，季度内债券市场出

现不同程度下跌。10 月在经济数据超预期回落后，10 月资金宽松叠加疫情扰动

带动收益率下行，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至 2.64%附近。11-12 月，防疫及地产

政策调控出现边际优化，债市预期出现转向，同时理财市场负债端同步产品净值

回撤出现一定赎回，形成资产抛售与净值进一步下跌的负反馈。11 月随着房地

产政策、疫情防控政策出现大幅调整，叠加理财赎回负反馈放大债市波动，债券

收益率快速上行，10 年国债收益率最高触及 2.92%，城投债、二永债等信用债品

种跌幅明显。权益市场在 10 月跌幅较大，11 月至 12 月有所回暖，但整体呈现

区间震荡走势，除了后疫情主题偏强势外，其他投资主线并不明显。期间，10

年国债收益率触及 2.92%阶段性高位，信用债各期限品种信用利差迅速扩大，多

数品种信用利差水平回升至 2016 年以来 90%分位数以上。货币市场方面，央行

于 2022 年 12 月降准 25bp，公开市场整体等额续作 MLF，并在年末增量投放跨

年逆回购品种，银行间资金面偏宽松，12 月末因理财产品赎回引发的资产价格

调整有所缓和。本产品债券策略上主要优选发达地区城投债作为底仓配置，保持

非标资产底仓不变，并择机参与债券交易与调仓博取产品收益，产品在报告期内

正常运作，持仓资产无信用风险发生，期间净值调整主要受市场波动影响。产品



在四季度对持仓资产进行了结构优化，对组合杠杆及久期进行了一定调整。

4.2 产品未来展望

展望 2023 年 1 季度，基本面来看，疫情防控政策放松有利于国内消费恢复，

地产政策放松有利于房地产销售、投资回升，海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经济下行使

得国内出口压力加大，制造业投资和基建投资能否维持高增长仍依赖于政策支持

力度，整体来说，宏观经济大概率较 2022 年回升，但受全球经济下行、后续疫

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高质量发展目标等影响，经济回升幅度或有限；资金面

来看，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调仍将持续，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宽松来支持稳增长目

标，宽信用离不开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降准降息的可能性仍存在，银行间 7

天回购利率大概率在政策利率偏下水平波动。

整体而言，产品将保持一定杠杆比例，适时把握利率债的阶段性交易机会。目前

信用债利差已处于历史较高水平，信用债短久期品种性价比凸显，管理人后续将

结合市场情况，对产品持仓品种进行动态评估，合理分配类属资产比例。预计短

期内内部和外部的环境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年初基本面数据真空，权益体市场走

势取决于流动性以及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和信心，短期可能呈现区间震荡

和结构性行情。债市方面，经过 2022 年四季度的大幅调整后，债券市场可能迎

来修复，但整体走势仍取决于市场流动性、基本面恢复情况以及资管市场的赎回

压力，货币政策预计仍将偏宽松，短期市场预计波动空间有限，根据资金利率和

流动性情况调整杠杆比例。坚持非标底仓不变的基础上，适当偏乐观把握债券市

场的投资机会。



4.3 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产品属于封闭式固定收益类，本产品通过合理安排投资品种和期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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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00%

4 债券 53.17%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42.03%

6 权益类投资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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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

2 同业存单 0.00%

3 拆放同业及债券买入返售 0.00%

4 债券 53.17%

5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42.03%

6 权益类投资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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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城城投-租金交易（平安信托

杭盈 7号单一资金信托）
429,107,398.92 41.83%



2 22 宁海城投 04 53,370,418.45 5.20%

3 19 普陀国资债 02 36,874,389.04 3.59%

4
21 临沂城投 MTN002(革命老

区)
35,092,112.33 3.42%

5 21 中拓 MTN001 31,398,452.05 3.06%

6 22 建邺 G2 30,892,027.40 3.01%

7 22 济南高新 PPN001 30,823,134.25 3.00%



8 工行优 2 30,579,000.00 2.98%

9 22 赣州城投 MTN001 30,423,000.00 2.97%

10
21 江宁交通 PPN001(乡村振

兴)
30,298,643.8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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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46,753.54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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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海县城

投集团有

限公司

宁海县城投集团有

限公司 2022 年度第

四期理财直接融资

工具

202310

28
53,370,418.45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每年付

息，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2

台州市黄

岩国有资

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

限公司

22 黄岩国投 01
202311

15
11,058,143.89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每年付

息，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3

南京溧水

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

公司

南京溧水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三期理财直

接融资工具

202310

09
9,008,437.19

理财

直接

融资

工具

利随本

清，到

期一次

还本

正常

4

杭州市下

城区城市

建设投资

发展集团

下城城投-租金交易

（平安信托杭盈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202312

25
429,107,398.92

其他

非标

准化

债权

每半年

付息，

到期一

正常



§5 产品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产品份额总额 1,008,952,670.25

报告期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1,008,952,6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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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 类投

资

次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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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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