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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 资本·国泰聚享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摘要】 

产品类型 
主动管理型、净值型 

资金投向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产品规模       12000 万（满 3000 万可成立） 

产品期限 12+6 个月（满 12 个月产品可提前结束，6 个月为产品退出期） 

预期收益率                  浮动收益 

认购起点 100 万起，超出部分按 10 万的倍数递增 

托管行                  宁波银行 

募集账户 
 

 

分配方式 资管计划清算时 

配  比 小额畅打 

费   率 管理费：1%/年，投顾费：2%/年，托管费：0.3%/年 

业绩报酬

提取 

产品结束时，浮动收益按如下比例提取业绩报酬：  

1、净值<1.08, 投资顾问不提取超额收益，收益全部为委托人拥有； 

2、净值>=1.08,且净值<1.8，投资顾问提取超过 1.08 部分的 20%； 

3、净值>1.8,投资顾问提取超过 1.8 部分的 30% 

投资范围 

1、直接投资沪深交易所股票定向增发份额（0-100%）； 

2、参与资产管理计划或基金专户（0-100%）； 

3、股指期货、场外期权收益互换（0-10%）； 

4、闲置资金可投资于现金、货币基金、债券基金等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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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亮点 

1、 集中投向上市公司定增份额，股票市场处于低点，正是定增入场好时机。 

2、 本基金为管理型产品，不分级，无需担心平仓预警，更有效的保护投资者利益。 

3、 基金中引入了风险对冲机制，包括股指期货、场外期权、收益互换等对冲手段，能够有效对

冲系统及非系统风险。 

4、 产品周期设为 18 个月，满 12 个月可提前结束，保证了国泰弘晟与上市公司深度合作的时间，

提高投资人收益。 

5、 国泰弘晟定增进入的上市公司，国泰弘晟将会与之深入合作，共同发展，在合作的同时，降

低了作为财务投资者因不能够参与上市公司运作带来的不可控风险。 

6、 投顾曾参与过多只股票定增，超过 10 家以上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所投项目平均收益率在

80%以上，业绩稳定程度在行业中遥遥领先。 

7、 投资于“互联网+科技”、“国企改革”、“新能源”等热点板块，紧跟国家政策。 

交易结构 

 

合格投资者 

国泰弘晟（投资顾问） 

YH 资本·聚享一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宁波银行（托管人） 

YH 资本（管理人） 

上市公司定向

增发股票份额 

资管计划 / 基

金专户（或有） 
对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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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投标的介绍 

1. 捷顺科技（002609.SZ）----重点关注智慧城市概念 

1） 捷顺科技简介：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出入口控制与管理行业及智能安防解决方案供应

企业。公司前身为成立于 1992 年 6 月 17 日的“深圳捷顺电器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 15 日，

公司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代码为 002609.SZ。公司主要产品有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智能通道

闸管理系统、智能门禁管理系统、道闸、折叠门几岗亭等。公司顺全系列产品均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

累计申请专利达 100 多项.公司主导、参与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截止 2010 年底公司的智

能停车场管理系统、道闸产品的市场份额稳居全国第一。2004 年被评为中国市场知名品牌,2010 年 1

月、10 月分别被评为"2009 中国安防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和"2010 年第五届中国安防百强企业"。是

沪深两市唯一一家做关于停车场相关的上市公司。 

定增募集金额主要投向终端设备销售推广、后端数据运营平台，有利联网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公

司以停车场和社区门禁为切入，凭借庞大的停车场线下资源（约10万个，40%城市占有率），通过推

广新设备换代和存量终端的升级带动销售收入。目前联网的停车场1000多个，计划今年推广至

5000-6000个，并全面配套移动支付缴费功能，用服务质量提高客户粘性，力求规模效应实现平台化

运营。 

2）募资投向: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00.00万元（含），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智慧停车及智慧社区运营服务平台项目 94,220.37 94,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 6,000.00 

合 计  100,220.37  100,000.00  

3）限售期：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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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增规模：10亿，底价15元/股。 

2. 比亚迪（002594.SZ）----新能源汽车概念 

1）比亚迪简介：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二次充电电池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包含传统燃油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同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积极拓展新能源产品领域的相关业务的公司.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二次充电电池制造商之一,还是全球最具竞争能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供应商之

一。公司可以为客户提供垂直整合的一站式服务,设计并生产外壳、键盘、液晶显示模组、摄像头、柔

性线路板、充电器等手机部件,并提供整机设计及组装服务,但不生产自有品牌的手机。 

公司发布2015 年年报，实现营业收入800.01 亿元，同比增长37.48%；实现营业利润31.76 亿元，

同比增长1873.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23 亿元，同比增长551.28%。基本每股收益

1.12 元，同比上升522.22%。分季度来看，公司一至四季度营业收入逐渐走高，并在四季度环比增

长80%以上，分别为152.83 亿、163.00 亿、169.11 亿和315.15 亿元，对应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21 

亿、3.46 亿、14.95 亿和8.62 亿元。受益于新能源汽车2015 年的全面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都迎来大幅增长。 

2）募资投向: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项目（万元） 投资项目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铁动力锂电池扩产项目 602274.36 600000.00 

新能源汽车研发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400000.00 400000.00 

合计 1502274.36 1500000.00 

3） 限售期：12个月 

4）定增规模：150亿，底价57.15元/股。 

3. 中原环保（000544.SZ）----国企改革、环保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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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原环保简介： 

中原环保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郑州市热力总公司，第二大股东为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主

营业务为城市污水处理和集中供热，属市政公用行业。公司重组成立后，通过建立“三会一层”

公司治理体系、内部控制体系等来不断推进企业的现代化进程，经过四年发展，公司目前已成为

一家管理规范、运营稳健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司在保证两大主业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上市公司投融资优势，积极投资地方公用事业，较好地服务了社会民生和城市建设，为郑州市

及周边地区的污水处理和城市集中供热工作作出了较大贡献。 

2）募资投向: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 

项目（万元）  投资项目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污水处理系统扩能改造项目  14000  14000  

郑州航空港区第二污水处理厂再生水项目  9300  9300  

偿还银行借款  72250  72250  

补充流动资金  19700  19700  

本次并购交易税费和中介机构费用  12000  12000  

合计  127250  127250  

3） 限售期：12个月 

4） 定增规模：12.73亿，底价10.77元/股 

投顾介绍——国泰弘晟 

深圳前海国泰弘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弘晟），是一家从事资产管理的专业投资

机构，注册资本金 1000 万元，总部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主要从事业务包括上市公司股权并购，定向

增发，项目投资方向涉及医疗、环保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及农业等领域，企业业务纵深于以上领域

的一流品牌领先企业。 

具有行业内专业资深的投资团队，定期对国际国内宏观环境走势、金融行业产业政策、理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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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进行深度分析，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全面、专业、实用的财富管理资讯，助力客户洞悉行业趋

势、掌握财富管理新方向。在现有的金融市场和投资环境下，国泰弘晟的项目产品在确保安全稳健的

前提下选择收益较好的投资品种，深入了解客户需求，协助客户规划财富目标、帮助客户建立财富管

理理念，为客户度身制定财富管理计划。 

国泰弘晟资本合伙人参与过众多定增项目，包括高鸿股份（000851）、酒钢宏兴

（600307）、中航动控（000738）、天齐锂业（002466）等超过 10 家以上的上市公司定

向增发，所投项目平均收益率在 80%以上，业绩稳定程度在行业中遥遥领先。 

 

管理人介绍——YH 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YH 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 YH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从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子

公司。2013 年 3 月 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可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获得《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证书》。 

YH 基金成立于 2001 年 5 月，成立 14 年以来，凭借诚信、规范、稳健、务实的运作风格，YH

基金致力于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大资金管理能力的综合型资

产管理公司。截至 2014 年底，YH 基金公募资产管理规模近千亿。 

致力于提供有质量的资产管理和理财服务，帮助投资者打造高品质的财富生活。为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强调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流程化管理提升公司的服务质量。2005 年 8 月，YH 基金获得企业年金

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成为国内 9 家首批获此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2007 年 10 月底，YH 基金

管理公司正式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资格，获准开展境外证券投资管理业务。在接下来的

2008 年 2 月，YH 基金管理公司获得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资格。2010 年 12 月，YH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获得“社保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人”资格。 

 

本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任何确定性的判断以及投资者可获得的确定收益，实际内容以合同约定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