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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040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9 － 2020/7/10 2020/7/10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0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2,168,154,38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40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867,261,754.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9 － 2020/7/10 2020/7/1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的现

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税 [2015]101号） 和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等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

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公司实际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

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相关规定，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将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 如相关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投资本公司A股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相关规定，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将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6元。如

香港市场投资者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

的，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股东，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不代扣代缴，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600606,23296400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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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鸿达转债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0年

7月1日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7月2日（星期四）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日上午9:

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8,938,81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9.693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16,673,87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0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64,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64,9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2%。 该

等中小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股份总数-已回购股份数量=2,588,742,122股-21,711,700股=2,

567,030,422股）

3、公司8名董事、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杜榕林先

生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陈跃仙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股

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结

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018,544,8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613%；反对392,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385%； 弃权1,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1,870,93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6044%；反对39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7.3162%；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95%。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陈跃仙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〇年七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及金额：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全资子企业

WuXiPharmaTech� Healthcare� Fund� I� L.P.（以下简称 “WuXi� Fund� I” ） 拟投资Nextech� VI�

Oncology� SCSp（以下简称“Nextech” ），投资金额为300万美元，拟投资Biospring� Partners� Fund,�

L.P.（以下简称“Biospring” ），投资金额为500万美元。

●投资风险分析：Nextech及Biospring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产品

开发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

及最低收益承诺。

一、 投资概述

北京时间2020年7月1日， 本公司全资子企业WuXi� Fund� I与Nextech� VI� GP� S.àr.l. 签署

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Nextech认购协议” ），约定由WuXi� Fund� I认缴Nextech的

300万美元份额（以下简称“Nextech投资” ），约占已募集Nextech份额的0.9%。

北京时间2020年7月2日， 本公司全资子企业WuXi� Fund� I与Biospring、Biospring� Partners�

Fund� GP,� LLC签署Subscription� Agreement（以下简称“Biospring认购协议” ），约定由WuXi�

Fund� I认缴Biospring的500万美元份额（以下简称“Biospring投资” ），约占已募集Biospring份额的

27.5%。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尚未支付上述投资款，后续WuXi� Fund� I将以自有资金根据合伙协

议的要求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上述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投资无需提请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

二、 Nextech的基本情况

（一） Nextech的基本情况

1、 名称：Nextech� VI� Oncology� SCSp

2、 基金规模：Nextech预计募集总额为3.5亿美元，WuXi� Fund� I本次认缴300万美元后，Nextech

已募集336,785,000美元。

3、 成立背景：Nextech为一家依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特殊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专注于对肿瘤治疗

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债券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投资。

4、 投资人及投资比例、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北京时间2020年7月1日，WuXi� Fund� I签署Nextech认购协议， 认缴300万美元的Nextech份额，

约占已募集Nextech份额的0.9%。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尚未支付投资款，后续WuXi� Fund� I

将以自有资金根据合伙协议的要求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5、 存续期间

Nextech的预计存续期限为自最终交割日起8年， 在获得持有Nextech以及普通合伙人成立的平行

基金已认缴的基金份额总额半数以上的Nextech有限合伙人和平行基金有限合伙人的同意下，普通合伙

人有权为实现有序清算而至多延长Nextech的存续期限连续两次，每次延长一年。

6、 登记批准情况

经合理确认，Nextech本身属于不受监管的卢森堡特殊有限合伙企业， 其属于另类投资基金，由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进行管理。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即AIFM，系一家

根据卢森堡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依照卢森堡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相关法律和卢森堡金融监管委

员会（CSSF）相关规定（合称“AIFM法律” ），授权管理另类投资基金，并由卢森堡金融监管委员会监

管。

7、 近一年经营状况

由于Nextech于2020年1月17日在卢森堡商业和社会登记局登记注册，暂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经

营状况统计。

（二） Nextech的管理模式

1、 管理及决策机制

Nextech的组织形式为依据卢森堡法律设立的特殊有限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应确保Nextech由

AIFM，或由普通合伙人在普通合伙人、平行基金普通合伙人、投资组合管理人及其各自的关联方、合伙

人、管理人、成员、股东、管理人员、雇员中委派一名担任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在普通合伙人的监管和授

权下，与Nextech签订管理协议，并按照AIFM法律进行管理和运营。 在Nextech� Invest� AG（即投资组

合管理人，系一家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FINMA）的相关批准

后，AIFM将委托Nextech� Invest� AG作为投资组合管理人，管理Nextech所投资的投资组合。

普通合伙人有权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均由普通合伙人从Nextech的有限合伙人、

平行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联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及其各自的代表中选定，咨询委员会成员不得包括普通

合伙人、AIFM、投资组合管理人或其各自的关联方、合伙人、股东、管理人、成员、董事、雇员、代表、代理、

投资人等。 咨询委员会有权就利益冲突和与Nextech有关的其他事项，向普通合伙人或投资组合管理人

提供建议和咨询，审批利益冲突方和Nextech所投资的投资组合之间的交易等事项。

（1） 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和投资组合管理人

于本公告日，Nextech的普通合伙人为Nextech� VI� GP� S.àr.l.， 管理人为 Lemanik� Asset�

Management� S.A.， 二者均为根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实体；Nextech的投资组合管理人为Nextech�

Invest� AG，为根据瑞士法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管理人员：

Thilo� Schroeder博士于2012年加入Nextech� Invest� Ltd.。此前，ThiloSchroeder博士从事有关作

为特定蛋白抑制剂的预设计锚蛋白重复蛋白（DARPins）的研究工作。 Micromet� Ltd.的实习经历以及

在悉尼大学的学习使他获得了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Thilo� Schroeder博士目前是Silverback�

Therapeutics、Revolution� Medicines、Circle� Pharma、MOMATherapeutics的董事会成员以及

Black� Diamond� Therapeutics 的 董 事 会 观 察 员 。 他 曾 是 Blueprint� Medicines、IDEAYA�

Biosciences和Peloton� Therapeutics的董事会成员。 Thilo� Schroeder博士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获得生

物化学博士学位，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生物技术高等学院获得生物技术硕士学位，并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工

业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

JakobLoven博士于2017年加入Nextech� InvestLtd.担任合伙人。Jakob� Loven博士是一位专注于

肿瘤领域的企业家和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家，他在创建早期生物技术公司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其参

与创建的公司包括Relay� Therapeutics和Syros� Pharmaceuticals。 JakobLoven博士目前担任

A2Biotherapeutics，Vividion� Therapeutics，Arrakis� Therapeutics，Kronos� Bio的董事会成员以

及 Kinnate� Biopharma 的 董 事 会 观 察 员 。 他 曾 是 Turning� Point� Therapeutics、Arvinas�

Therapeutics和Autolus� Therapeutics�的董事会观察员。 Jakob� Loven博士在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

所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专攻肿瘤），并在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获得生物医学科学专业的学士学位。

经合理确认，Nextech的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和投资组合管理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

第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 普通合伙人未在Nextech认缴基金份额， 而是由其作为管理普通合伙人所管理的

Nextech� VI� Carry� SCSp（一家根据卢森堡法律成立的特殊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特别有限合伙

人” ）认缴Nextech的基金份额，认缴金额为4,400,000美元，占Nextech已募集份额的比例约为1.3%，

特别有限合伙人已支付投资款210,516.99美元，后续将继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2） 有限合伙人

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7月1日Nextech投资完成后，包括WuXi� Fund� I、特别有限合伙人在内的认

缴Nextech份额的有限合伙人共计89名，各合伙人及其认缴的基金份额详情请见下表：

合伙人

认缴金额

（美元）

认缴金额占Nextech的份额比例

特别有限合伙人 4,400,000 1.3%

其他有限合伙人

WuXi�Fund�I 3,000,000 0.9%

其他投资者 329,385,000 97.8%

合计 336,785,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Nextech的有限合伙人已支付投资款21,218,849.03美元。 后续各有限合伙人将继

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经合理确认，Nextech的有限合伙人（WuXi� Fund� I除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

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

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2、 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 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 各投资人应当根据Nextech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的Nextech份额履行相应投资款支付义务。

3、 管理费、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

（1） 管理费：自生效日期（即投资组合管理人决定其开始选定并调查新的投资机会之日）起至以

下日期中的较早者：（i）投资期届满之日；或（ii）与Nextech投资目的相同的后续基金开始收取管理费

（或同等费用）的日期，按照Nextech的非关联合伙人（即关联合伙人以外的其他合伙人，其中某一合伙

人是否为关联合伙人系由普通合伙人经该合伙人同意后予以认定） 认缴的Nextech投资份额总额乘以

年化费率2.0%计算。 此后，直到最终清算分配之前，管理费将按照Nextech的非关联合伙人所对应的未

实现投资项目的总投资成本乘以2.0%计算。 管理费每季度预付一次。

（2） 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就任何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分配，应在各合伙人之间根据其对应出

资比例进行分配。 就应分配给每一个关联合伙人的收益，应分配给该关联合伙人。 就应分配给其他有限

合伙人的收益，在扣除管理费等费用后，将按照以下规则在该有限合伙人与特别有限合伙人之间进行分

配：（i）首先，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累计收到的金额等于该有限合伙人的总出资额为止；

（ii）其次，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收到相当于其总出资额按照每年内部回报率为8％（年复

利）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iii）第三，100％分配给特别有限合伙人，直到特别有限合伙人收到相当于

向（ii）和（iii）中提到的有限合伙人和特别有限合伙人进行的所有分配总额的20％，作为收益分成；

（iv）此后，该有限合伙人和特别有限合伙人按照80％和20％的比例分配。

（三） Nextech的投资模式

1、 拟投资领域

Nextech主要专注于对肿瘤治疗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

2、 投资项目和计划

Nextech计划投资约12家公司。

3、 盈利模式

除去管理费等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 退出机制

Nextech可以在存续期届满前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Nextech在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后

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

三、 Biospring的基本情况

（一） Biospring的基本情况

1、 名称：Biospring� Partners� Fund,� L.P.

2、 基金规模：Biospring预计募集总额不超过2.5亿美元，WuXi� Fund� I本次认缴500万美元后，

Biospring已募集18,150,000美元。

3、 成立背景：Biospring为一家依据美国特拉华州法律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主要专注于对在北美

和英国开展业务的技术赋能型生命科学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及与股权相关的投资， 该等公司主要面向制

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侧重开展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面的业务。 Biospring也会对该等公

司的债券进行投资。

4、 投资人及投资比例、资金来源和出资进度

北京时间2020年7月2日，WuXi� Fund� I签署Biospring认购协议， 认缴500万美元的Biospring份

额， 约占已募集Biospring份额的27.5%。 截至本公告日，WuXi� Fund� I尚未支付投资款， 后续WuXi�

Fund� I将以自有资金根据合伙协议的要求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5、 存续期间

Biospring的预计存续期限为自向特拉华州州务卿提交有限合伙证书之日起至最终交割日的第10

个周年日，普通合伙人有权自行决定延长Biospring的存续期限一年，并经咨询委员会的同意后有权额

外延长Biospring的存续期限两次，每次延长一年。

6、 登记批准情况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本身无需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登记，Biospring的管理人已于

2020年6月4日启动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登记为豁免报告顾问 （exempt� reporting�

adviser）的相关手续，预计将于Biospring开始运作后90日内完成登记手续。

7、 近一年经营状况

由于Biospring成立于2020年3月26日，暂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经营状况统计。

（二） Biospring的管理模式

1、 管理及决策机制

Biospring的组织形式为依据特拉华州法律设立的有限合伙， 由普通合伙人承担管理和运营职责。

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Biospring与管理人签订合同，授权管理人管理基金，该等授权并不免除普通合伙

人的管理职责。

普通合伙人有权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成员均由普通合伙人选定，前提是普通合伙人应

确保所有咨询委员会成员均为Biospring的有限合伙人的代表，或普通合伙人成立的平行基金投资人的

代表，不得包括普通合伙人、管理人或其关联方的合伙人、成员、董事、管理人员、雇员等。 咨询委员会成

员数量可由普通合伙人调整，但不得少于三人。 普通合伙人还有权委派无投票权的观察员参加咨询委员

会会议。 咨询委员会有权代表有限合伙人对普通合伙人向其提交的普通合伙人或其任何雇员、关联公司

与Biospring发生的任何交易或关系中的主要利益冲突进行审阅和批准。

（1） 普通合伙人和管理人

于本公告日，Biospring的普通合伙人为Biospring� Partners� Fund� GP, � LLC， 管理人为

Biospring� Management� Partners,� L.P.，二者均为根据特拉华州法律成立的实体。

Biospring由Michelle� Dipp博士和Jennifer� Lum女士作为共同创始人和合伙人创建。

Michelle� Dipp博士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经验。 在联合创立

Biospring� Capital之前， 她曾是General� Atlantic的董事总经理和Longwood� Fund的联合创始人。

Michelle� Dipp博士曾担任Axial� Biotherapeutics的董事长，OvaScience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

Ginkgo� BioWorks的董事会观察员，以及PathAI和Immunocore的董事会成员。 她还曾担任葛兰素史

克的外部药物发现卓越中心 （CEEDD） 的高级副总裁，Sirtris� Pharmaceuticals企业发展副总裁。

Michelle� Dipp博士拥有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学士学位和外科学士学位， 以及牛津大学的人类生理

学博士学位。

Jennifer� Lum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行业企业家、投资者。 她共同参与创立了多家公司，并投资了

三十多家初创公司。 她在技术行业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经验，并在孵化、募资、发展和并购方面与多家公司

合作。她还曾担任过多家金融服务和技术公司的管理顾问。Jennifer� Lum曾在多伦多大学攻读人类生物

学学位。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的普通合伙人、管理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三方不存在其他

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截至本公告日，普通合伙人在Biospring的认缴金额约为500万美元，占Biospring已募集份额的比

例约为11%，普通合伙人暂未支付投资款，后续将继续根据合伙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2） 有限合伙人

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7月2日Biospring投资完成后， 包括WuXi� Fund� I在内的认缴Biospring份

额的有限合伙人共计10名，各合伙人及其认缴的基金份额详情请见下表：

合伙人

认缴金额

（美元）

认缴金额占Biospring的份额比

例

普通合伙人 5,000,000 27.5%

有限合伙人

WuXi�Fund�I 5,000,000 27.5%

其他投资者 8,150,000 45%

合计 18,150,000 100%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Biospring的有限合伙人均未支付投资款。 后续各有限合伙人将继续根据合伙

协议履行投资款的支付义务。

经合理确认，Biospring的有限合伙人（WuXi� Fund� I除外）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亦无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与本公司不存在相关利益安排，且与第

三方不存在其他影响本公司利益的安排。

2、 各投资人的主要权利义务

（1） 认缴基金份额、获取投资回报或承担相应的亏损；

（2） 各投资人应当根据Biospring的投资安排，按照认缴的Biospring份额履行相应投资款支付义

务。

3、 管理费、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

（1） 管理费：Biospring将每季度向管理人预付管理费：自首次交割日起至最终交割日的第五个周

年日，按照全体合伙人认缴总额乘以年化费率2.5%计算；自最终交割日的第五个周年日起往后每一个周

年日，管理费率在前一年的基础上逐年递减0.25%，但不得低于1.0%。

（2） 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就任何已实现投资收益的分配，应在各合伙人之间根据其对应出

资额进行分配。 就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的收益，应全部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就应分配给每一个有限合伙

人的收益，将按照以下规则在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首先，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

人，直到该有限合伙人收回用于该已实现收益的投资项目的出资额和相关费用（包括管理费）为止。 此

后，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分别按80%和20%的比例进行分配。

（三） Biospring的投资模式

1、 拟投资领域

Biospring主要专注于对在北美和英国开展业务的技术赋能型生命科学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及与股

权相关的投资，该等公司主要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侧重开展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

面的业务。 Biospring也会对该等公司的债券进行投资。

2、 投资项目和计划

Biospring计划投资约10~12家公司，其中大多数为已产生收入的公司。

3、 盈利模式

除去管理费等后的可分配的资产增值收益。

4、 退出机制

Biospring可以在存续期届满前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分配。 Biospring在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

止后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进行清算。

四、 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一）Nextech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Nextech将主要投资肿瘤治疗及与之相关领域的公司。 本公司认为其管理团队在生命科学领域，尤

其是肿瘤治疗领域，有着广泛的行业资源和丰富的投资经验，这将有助于其发掘优秀的创新成果和投资

标的，验证相关投资机会背后的技术可行性。 本公司以较低比例投资Nextech作为其有限合伙人，有助

于本公司获取风险投资收益的同时，增进本公司对肿瘤相关领域发展动态的了解，进一步深耕并发掘肿

瘤相关领域的合作机会，并支持本公司的相关业务的拓展。 本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

下，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Nextech份额，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Biospring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Biospring将主要投资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的技术赋能型生命科学公司，该等公

司侧重开展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方面的业务。 目前由于新技术（例如软件和人工智能）已被运用于药

物发现和研发等过程，本公司认为，面向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和学术界的技术赋能型公司，通过提供

相关服务、工具和企业软件等方式，为各类制药公司、生物技术公司赋能，可以令药物发现和研发更为高

效和安全。 此外，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不仅可以向大型制药公司提供服务，还可以向小型生物技术公司

提供服务，客户范围广泛而多样；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所专注的是研发所需的服务和工具，而非某款药

物的适应症和疗效；因此，相较于投资专注于某款药物疗效的生物技术公司，投资此类技术赋能型公司

的风险相对较低。除此之外，Biospring的管理团队在生命科学和科技领域丰富的投资经验、创业经验有

助于其发掘该领域优秀的创新成果。 本公司以较低比例投资Biospring作为其有限合伙人，一方面有望

使本公司获得风险投资相关的财务收益； 另一方面，Biospring的拟投资标的与本公司存在潜在的业务

协同效应。本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的前提下，以自有资金参与认缴Biospring份额，本次投

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 风险分析

（一）Nextech及Biospring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政策法规、宏观经济、投资标的产品开发的不确

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不能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 针对主要的投资风险，

WuXi� Fund� I将会及时了解Nextech及Biospring的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过程、督促Nextech

及Biospring的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投资资金的安全。

（二）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

及相关法规要求，按分阶段披露原则及时披露相关事项的重大进展，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新增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机构的公告

根据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 ）签署的协议，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

本公司决定自2020年7月3日起增加中信证券华南为平安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恒生国企）、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场内简称：场内

货币，扩位 证券简称：场内货币ETF）、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平安300，扩位 证券简称：平安沪深300ETF）、平安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平安500，扩位 证券简称：平安中证500ETF）、平安

MSCI中国A股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MSCI低波， 扩位

证券简称：平安MSCI低波ETF）、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场内简称：MSCI国际，扩位 证券简称：平安MSCI国际ETF）、平安中证5-10年期

国债活跃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活跃国债，扩位 证券简称：活

跃国债ETF）、平安中债-中高等级公司债利差因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

内简称：公司债，扩位 证券简称：公司债ETF）、平安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AIETF，扩位 证券简称：AIETF）、平安中证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湾区ETF，扩位 证券简称：

大湾区ETF）、平安中证新能源汽车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新能

车，扩位 证券简称：新能车ETF）申购赎回代办券商。 自2020年7月3日起，投资者可通

过中信证券华南办理以上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2，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 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

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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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简称：长城转股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累计已有82,000元“长城转债” 转为本公司A股

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3,397股，累计转股股数占“长城转债” 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178,400,000股的0.00190415%； 占2020年6月30日公司股份总额178,403,397股的

0.00190411%。

● 未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

633,918,000元，占“长城转债” 发行总额的比例为99.987066%。

一、长城转债的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5号） 核准，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340,000张，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3,400万元，期限6年，期限为2019年3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9号文同意，公司63,4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19年3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城转债” ，债券代码

“113528” 。

根据有关规定和《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长城转债” 自2019年9月9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

人民币24.18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除权

除息日为2019年6月4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19年6月4日起由人民币24.18元/股调

整为人民币24.03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2.80元（含税），除权

除息日为2020年5月26日，“长城转债” 转股价格于2020年5月26日起由人民币24.03元/股

调整为人民币23.75元/股。

二、长城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自2020年3月31日截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12,000元“长城转债” 转为本公

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49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78,400,000股

的0.000278587%， 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股份总额178,402,900股的0.000278583%，

占公司2020年6月30日公司股份总额178,403,397股的0.000278582%。 截至2020年6月30

日，累计有82,000元“长城转债” 转换成公司股票，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累计为3,397

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78,400,000股的0.00190415%； 占2020年6月

30日公司股份总额178,403,397股的0.00190411%。

截至2020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长城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633,918,000元，占“长

城转债” 发行总额人民币634,000,000元的比例为99.987066%。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

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份总数

（股）（2020年3月31日）

占本次变动前

总股本比例(%)

本次可转债转股

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份数（股）

（2020年6月30日）

占本次变动后

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22,863,300 68.8684 0 122,863,300 68.8683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55,539,600 31.1316 497 55,540,097 31.1317

总股本 178,402,900 100 / 178,403,397 100

四、控股股东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长城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81,745,200股，占公司2020年6月30日股份总额178,403,397股的45.82%，仍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及控股股东。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2-3957811

联系邮箱：grandwall@yeah.net

特此公告。

浙江长城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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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1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桃李面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28）。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的募集资金，公司于2019年10月7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19年10月23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

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已授予的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增加到不超过人民币13亿元。

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授权期限自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之日止。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桃李面包关于追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101）。

一、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青岛分行” ）签订协议，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1,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327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桃李面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28）。

公司已于2020年7月1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327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实际年化收益

率为3.65%，投资理财存续天数90天，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为1,890,000.00元。

公司于2020年4月2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签订

协议，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200381），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 《桃李面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28）。

公司已于2020年7月2日赎回上述理财产品，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200381）实际年化收益率为3.60%，

投资理财存续天数91天，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为359,013.70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金额

（万元）

理财期限

实际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元） 参见公告

1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3271期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募集资金 21,000

2020年4月2日

至2020年7月1

日

3.65% 1,890,000.00 2020-028

2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

（SDGA200381）

募集资金 4,000

2020年4月2日

至2020年7月2

日

3.60% 359,013.70 2020-028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品

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元）

尚未收回本金

（万元）

1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8,500 8,500

647,876.71 0

2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63,500 63,500

5,403,465.74 0

3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88,500 88,500

7,315,079.45 0

4 广发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29,600 29,600

2,706,267.40 0

5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912,328.77 0

6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119,400 119,400

9,738,290.40 0

合计 319,500 319,500 26,723,308.47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0.0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9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30,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30,000

三、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赎回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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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奉天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人民币19,000万元、人民币18,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银创富” W款2020年第6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版）（挂钩中证500

指数向上不触碰结构）、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SY00229）、共赢智信利率结

构3548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90天、91天、89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理财产品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 详情请阅

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发布的 《桃李面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9）。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79号” 核准，本公司由中信证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501.26万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7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1,937.34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4,500万元，余额为57,437.34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6,513.8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

12月17日到账，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由其出具“会验字[2015]4059号”《验资报告》。

（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1489号” 核准，公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00亿元，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100万手（1,000�万张），期限6年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人民币1,83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98,161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9月19日到账，并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由其出具“会验字[2019]7478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万

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1 沈阳桃李面包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43,048.19 24,259.08 14,745.00

2 北京桃李面制食品生产加工二期项 19,221.12 1,668.56 1,668.56

3 哈尔滨桃李面包系列生产基地 15,030.88 12,030.88 12,030.88

4

石家庄桃李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系列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12,002.76 10,002.76 10,022.26

5 天津友福食品有限公司投资项目 14,639.49 8,552.56 8,632.59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共计47,099.29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共计3,176.66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

金余额为12,591.2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

中募集资金余额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2,591.21万元，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0.00万元。

（二）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额（万

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1

江苏桃李面包有限公司一期投资项

目

33,678.59 25,161.00 19,009.67

2

四川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烘焙食品生

产项目

33,155.85 23,000.00 3,479.00

3

青岛桃李食品烘焙食品生产基地项

目

32,247.89 22,000.00 1,354.53

4

浙江桃李面包有限公司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41,070.76

28,000.00

5,167.91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共计29,011.11万元，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共计1,780.70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

募集资金余额为70,930.58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45,930.58万元，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5,000.00万元。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

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通过适度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奉天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广发银行“广银创富”

W款2020年第69期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

版）（挂钩中证500指数

向上不触碰结构）

6,000 1.50%或3.65%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90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沈阳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

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

存款（代码CSY00229）

19,000 3.05% 144.48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91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万

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

35483期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产品

18,000 3.00% 131.67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89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属于安全性高、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委托

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 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公司财务部

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控制 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银创富” W款2020年第6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机构版）（挂钩中证500指数向上不

触碰结构）、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SY00229）、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5483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期限：90天、91天、89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1.5%或3.65%、3.05%、3.00%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本金×实际年化收益率×实际期限/365

产品认购日期：2020年7月1日、2020年7月1日、2020年7月2日

产品成立日：2020年7月2日、2020年7月1日、2020年7月3日

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9月30日、2020年9月30日

认购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人民币19,000万元、人民币18,000万元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投向为广发银行 “广银创富” W款2020年第6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机构版）（挂钩中证

500指数向上不触碰结构）、招商银行挂钩黄金看涨三层区间三个月结构性存款（代码CSY00229）、共赢智信利率

结构3548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

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

间

法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为本 次

交易专 设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88�年

07� 月

08�日

尹 兆

君

1,968, �

719.62�72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

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

售汇；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外汇借款；外汇担保；

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

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代理国外信用卡的发行

及付款业务；离岸金融业务；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监

会等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否

受托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632,797.85

净资产 209,564.23

项目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76,312.48

净利润 12,580.92

名称

成立时

间

法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为本 次

交易专 设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1987� 年

3� 月 31�

日

李 建

红

2,521, �

984.56�01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 算；办理票据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 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同业拆借；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

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 款；外汇兑

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同业外汇拆 借；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

外汇借款；外汇担保； 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

买卖和代 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自营和代客外汇买 卖；

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离岸金融业务。 经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

其他业务。

否

受托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417,240

净资产 617,707

项目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269,703

净利润 93,423

名称

成立时

间

法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是否为本 次

交易专 设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87� 年

04� 月

20�日

李 庆

萍

4,893, �

479.65�73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有效期至 2020�年 09�月 09�日）；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

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

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进出口；开展

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

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否

受托方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750,433

净资产 532,524

项目 2019年1-12月

营业收入 187,584

净利润 48,994

（二）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036、601998），均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本公司之前同受托方保持着理财合作业务关系，未发生未能兑现或者本金、 利息出现损失的情形，公司也查

阅了受托方相关工商信息及财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5,186,043,398.64 5,425,948,485.97

负债总额 1,442,893,100.04 1,488,378,264.83

净资产 3,743,150,298.60 3,937,570,221.14

2019年度 2020年1-3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887,834,094.10 196,937,984.14

截止2020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27.43%，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人民币43,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期末总资产比例为7.9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比例为10.92%，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

例为36.72%。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的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理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自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交易性金融

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七、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型的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

八、决策程序的履行、独立董事意见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2020年5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次委

托理财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理财产品期限不得超过6个月。详情请阅公司于2020年4月15

日发布的《桃李面包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9）。

（二）独立董事意见

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包含11亿） 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

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11亿元（包含11亿）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桃李面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己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 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九、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号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元）

尚未收回本金

（万元）

1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8,500 8,500 647,876.71 0

2

华夏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63,500 63,500 5,403,465.74 0

3

中信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106,500 88,500 7,315,079.45 18,000

4

广发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35,600 29,600 2,706,267.40 6,000

5

工商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912,328.77 0

6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

款

银行理财产品 138,400 119,400 9,738,290.40 19,000

合计 362,500 319,500 26,723,308.47 4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4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4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9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4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67,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110,000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