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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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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本集团” ）及共同控制的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为人民币765,567,835.93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7.02%，具体明细列示如下（100万元及100万

元以上单列，100万元以下合并计入“其他” ）：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与资产/收益

相关

获得时间 补助依据

1

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氢能技术科技成果

中试熟化与产业化

基地建设补助

1,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7.30

《河北保定经济开发区

氢能技术科技成果中试

熟化与产业化基地建设

任务书》

2

河北省科学技术厅

基于车用高效氢燃

料电池的超高速空

压机设计与开发专

项补贴

1,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8.7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

展资料项目任务书》

3

冀港合作产业园发

展资金

5,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8.26 保经财字[2020]19号

4 汽车消费补贴 5,6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9.22/�

2020.12.29

保汽发办[2020]1号

5 进口贴息 3,461,064.00 收益相关 2020.10.14 保财建[2020]24号

6

保定市莲池区发展

和改革局技术创新

平台奖励

5,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0.12 冀发改高技[2020]240号

7

保定市莲池区财政

局企业结构调整专

项补助

34,502,300.00 收益相关 2020.11.24 -

8

与联通联合中标工

信部标识解析项目，

项目启动资金

2,177,500.00 收益相关 2020.12.1 中标通知书

9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河北分公司政

府补助

1,195,655.49 收益相关 2020.12.24 冀政办发[2015]28号

10

河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知识产权专利

保护补助

1,1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2.25

《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11

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哈弗

分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3,188,041.25 收益相关 2020.7.1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12

企业职工线上职业

技能培训

1,235,400.00 收益相关 2020.12.17

津人社办发〔2020〕27

号

13

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补助

5,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2.18 人社部发{2016}74号

14

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徐水分公

司

汽车消费补贴 12,4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9.8 保汽发办[2020]1号

15

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徐水物流

分公司

拨付困难企业稳岗

返还资金

1,857,170.05 收益相关 2020.11.26 保人社函〔2020〕48号

16

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公

司

智能工厂建设补贴 3,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0.22

渝经信智能〔2020〕60

号

17 促销稳产奖励 63,02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2.29 渝经信发〔2020〕46号

18

保定市格瑞机械

有限公司

福利企业增值税即

征即退

7,608,275.37 收益相关

2020年8-12

月

财税〔2016〕52号

19

曼德电子电器有

限公司

稳岗返还 7,297,896.09 收益相关 2020.11.26 保人社函〔2020〕48号

20

天津欧拉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增值税即征即退 1,350,414.36 收益相关

2020.8.28/�

2020.10.23

财税〔2016〕36号

21

精诚工科汽车零

部件（重庆）有限

公司

工业信息化专项补

助资金

1,140,000.00 收益相关 2020.7.14

2020年第二批重庆市工

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目

申报文件

22

曼德电子电器有

限公司保定热系

统分公司

高端人才补贴 1,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0.31 冀科专规〔2019〕2号

23

重庆市永川区长

城汽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134,109,

576.48

收益相关

2020年7-12

月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24

重庆哈弗物流有

限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22,766,234.61 收益相关

2020.11.25/

2020.12.10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25

重庆哈弗汽车有

限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78,259,509.79 收益相关

2020年8-12

月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26

重庆市长城汽车

售后服务有限公

司

产业发展资金 11,308,599.28 收益相关

2020年7-12

月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27

光束汽车有限公

司

研发补助

150,000,

000.00

收益相关 2020.8.31 关于资金支付的申请

28

亿新汽车配件有

限公司

福利企业增值税即

征即退

17,962,374.08 收益相关

2020年7-12

月

财税〔2016〕52号

29

保定市诺博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

稳岗返还资金 8,083,038.47 收益相关

2020.7.4/�

2020.12.29

保人社传44号转发省

129号、保人社字

〔2020〕2号

30

俄罗斯哈弗汽车

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

税收补贴

135,772,

779.68

收益相关 2020.12.28 协议

31

保定长城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

出口保险补贴 1,013,609.68 收益相关 2020.12.31 保财建〔2017〕82号

32

蜂 巢 传 动 系 统

（江苏）有限公司

DHT项目奖补助资

金

10,000,000.00 收益相关 2020.11.17

江苏省省级工业和信息

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

项目验收管理办法

33

蜂 巢 动 力 系 统

（江苏）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资金 13,607,600.96 收益相关 2020.9.30

扬政发（2019）号产业

发展扶持资金

34 其他 14,550,796.29 收益相关 - -

合计

765,567,

835.93

- - -

注：光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束汽车” ）为本公司与宝马共同控制的合资公司，属于合营安

排中的共同经营，本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按出资比例50%并入光束汽车获取的政府补助。 2020

年7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 光束汽车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人民币300,000,

000.00元，其中150,000,000.00并入本公司合并报表。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本集团获得的上述政

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计入与收益相关的会计核算科目。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情

况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

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

公 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617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8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稳裕

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该

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对应的3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 本基金的第九个封闭期为2020年10月16

日至2021年1月15日。 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作

日起不少于1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第九个开放期为2021年1月18日，开

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业务申请。 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该日）起至首个

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所对应的3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即自2021年1月19日至2021年4月18日为本基

金的第十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

者超过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办理本基金申购时，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的

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购

本基金遵循上述规则。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

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3.2�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M＜100万 0.03%

100万≤M＜500万 0.015%

M≥500万 0

除养老金客户之外的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0.6%

100万≤M＜500万 0.3%

M≥500万 0

注：M为申购金额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额

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3个月 0.1%

Y≥3个月 0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本基金仅接受长信直销柜台委托方式，不开通网上交易。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5.1.2.1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外非直销机构进行销售。

5.1.2.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内进行销售。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开放期内，本公司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

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公司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18年8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长信稳裕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上述资料。

2、本公司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

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

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

申购、赎回申请。 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对于申购、赎回申请及申购份额、赎回

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致

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免长话费）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4、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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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4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先优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8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长信先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

及原 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5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月15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月15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长信先优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暂停本基金10万

以上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2.1� 自2021年1月15日起（含2021年1月15日）对长信先优债券（交易代码：004885）的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即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长信先优债券的金额不超过10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长信先优债券的金额超过10万元，则1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0万元金额的部分本公司将有权确认

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万元，本

公司将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10万元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部分本公司将有权确认失败。

2.2在长信先优债券暂停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长信

先优债券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10万元（含10万元）以下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

及转换转出、赎回等业务。 长信先优债券恢复办理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

时间将另行公告。

2.3�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4�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本公司客户服务专线：400-700-5566（免长途话费）；

2）本公司网址：www.cxfund.com.cn。

2.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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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14日

关于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第四次自由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0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446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21年01月18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01月18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A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4469 004470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

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1、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本基金以封闭期和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

2021年01月18日至2021年01月22日为本基金开始运作以来的第四个开放期。 本基金将于2021年

01月18日至2021年01月22日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时除外）。 对于

具体办理时间，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自2021年

01月23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本基金以3个月为一个封闭期，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每个封闭期为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3个月后的月

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开放期为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期间。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后进入开放期。本基金每

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1个工作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

准，且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开放期前2日进行公告。 在开放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

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

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 开放期内因发生不

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发生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将按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暂停申购

与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在开放期内，投

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

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2、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

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

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 （含申购

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含申购费）。

通过基金管理人线上直销系统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0元（含申购费）。 超过最

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

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 当接受申购申请

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个投资者申购金额

上限、基金规模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以及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

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基金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

用。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M＜100�万元 0.60%

100�万元≤M＜500�万元 0.30%

M≥500�万元 每笔1000元

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

基金份额不足1份的，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该部分基金份额的时间分段设定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归入基金资产比例

N〈7天 1.50% 100%

N≥7天 0 ———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办理业务类型 直销机构类型 是否办理申购 是否办理赎回 是否办理转换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是 是 否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线上直销系统 否 是 否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披露安排

本基金的开放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

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

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由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2019年11月28日，汇添富鑫益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现场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汇添富鑫益

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自2019年12月27日起，《汇添富鑫益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同日起失效。

2、本基金允许单一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 基金自转型为“汇添富鑫益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日起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开放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4、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基金

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开展基金申购的费率

优惠活动，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执行的申购费率为准。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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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下降， 具体如下表：

项目

2020年第4季度 2020年全年累计

本报告期(人民币) 上年同期(人民币) 本报告期(人民币)

上年同期

(人民币)

营业收入

113,390万元—114,799

万元

102,652

409,186万元—410,595

万元

458,11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46%-11.83%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37%-10.68%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12,986万元—16,

763万元

9,815万元

盈利：50,006万元—53,

783万元

53,78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2.30%-70.78%

比上年同期下降：0%-7.

02%

基本每股收益

同比上年增长：8.14%

-39.53%

盈利：0.086元

同比上年下降：3.00%

-9.91%

盈利：0.434元

盈利：约0.093元-0.12元

盈利：约0.391元-0.42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2020年感冒药受疫情影响销售下降，同时合并范围减

少2家子公司减少营业收入近3亿元。

2、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3、公司2020年度预计非经常性损益约为860万元，对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0年度实际经营业绩的具

体数据将在2021年4月23日公司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50� � � � � �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1-002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产品列入国家医保目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

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20]53号)，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有222个产品进入国

家医保目录，其中化药110个，甲类69个，乙类41个，重点品种有：苯磺酸氨氯地平片、格列齐特缓释片、

复方甘草片、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等；中成药112个，甲类49个，乙类63个，重点品种有：大活络胶囊、大

活络丸、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通窍鼻炎胶囊、小儿咽扁颗粒、强力枇杷胶囊等。 (主要品种详见下

表)。

一、主要品种表：

药品名称 适应症/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所属注

册分类

是否中

药保护

品种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1、高血压病。可单独使用本品治疗也可

与其它抗高血压药物合用。

2、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及变异型心

绞痛。可单独使用本品治疗也可与其它

抗心绞痛药物合用。

无

化药6

类

否

格列齐特缓释片

当单用饮食疗法、运动治疗和减轻体重

不足以控制血糖水平的成人2型糖尿

病。

无

化药6

类

否

复方甘草片 用于镇咳祛痰。 无

化药6

类

否

氢溴酸右美沙芬糖

浆

适用于无痰干咳。 包括频繁的咳嗽。 无

化药6

类

否

大活络胶囊

祛风止痛、除湿豁痰、舒筋活络。 用于缺

血性中风引起的偏瘫，风湿痹证（风湿

性关节炎）引起的疼痛、筋脉拘急腰腿

疼痛及跌打损伤引起的行走不便和胸

痹心痛证。

2008.11.14-2028.11.14

原中药

四类

否

通窍鼻炎胶囊

散风消炎，宣通鼻窍。 用于鼻渊，鼻塞，

流涕，前额头痛；鼻炎，鼻窦炎及过敏性

鼻炎。

无

原中药

四类

否

强力枇杷胶囊

养阴敛肺，镇咳祛痰。 用于久咳痨嗽，支

气管炎等。

无

原中药

四类

否

大活络丸

祛风止痛，除湿豁痰，舒筋活络。 用于中

风痰厥引起的瘫痪，足萎痹痛，筋脉拘

急，腰腿疼痛及跌打损伤，行走不便，胸

痹等症。

无 无 否

安宫牛黄丸

清热解毒，镇惊开窍。 用于热病，邪入心

包，高热惊厥，神昏谵语；中风昏迷及脑

炎、脑膜炎、中毒性脑病、脑出血、败血

症见上述证候者。

无 无 否

六味地黄丸

滋阴补肾。 用于肾阴亏损，头晕耳鸣，腰

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遗精。

无 无 否

小儿咽扁颗粒

清热利咽，解毒止痛。 用于小儿肺卫热

盛所致的喉痹、乳蛾，症见咽喉肿痛、咳

嗽痰盛、口舌糜烂；急性咽炎、急性扁桃

腺炎见上述证候者。

无

中药11

类

否

二、与前一版目录相比，公司产品新进入3个品种，退出1个品种。

1、新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版）的药品信息如下：

药品名称 适应症/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所属注

册分类

是否中

药保护

品种

利巴韦林注射液

抗病毒药。用于呼吸道合胞病毒引起的病毒性

肺炎与支气管炎。

无 无 否

罗红霉素颗粒

1、适应于敏感菌株引起的下列感染：⑴上呼吸

道感染。 ⑵下呼吸道感染。 ⑶耳鼻喉感染。 ⑷

生殖器感染（淋球菌感染除外）。 ⑸皮肤软组

织感染。 2、也可用于支原体肺炎、沙眼衣原体

感染及军团病等。

无

原化药

四类

否

牛黄清心丸

清心化痰，镇惊祛风。 用于神志混乱，言语不

清，谈涎壅盛，头晕目眩，癫痢惊风，痰迷心窍

痰火痰厥。

无 无 否

2、退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0年版）的药品信息如下：

药品名称 适应症/功能主治 发明专利起止期限

所属注

册分类

是否中

药保护

品种

干酵母片

用于营养不良、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及B族维

生素缺乏症。

无 无 否

公司主要品种和新进产品入选国家医保目录， 将对今后的药品销售和长远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退

出目录的干酵母片是公司OTC营销品种，非医院招投标渠道经营品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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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友发集团” ）于 2021年 1�月 13�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超过 1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689�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4,20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8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26,12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99,999,966.36元。 上述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

余额已于2020�年 11� 月 30� 日汇入公司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ZG11928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

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陕西友发年产300万吨钢管建设项目 140,000.00 130,0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00 40,000.00

合计 180,000.00 170,000.00

三、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6,5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在此期间如遇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支付的情况时，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和承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同时承

诺：

1、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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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如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支付的情况时，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及时把本次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3、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及时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4、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1�月 1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6,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 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不超过 1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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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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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友发钢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东兴证券认为，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

同意意见，该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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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七、 上网公告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出具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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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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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1�

年 1�月 13�日以现场及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通过电子邮件

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由

董事长李茂津先生主持。 会议列席人员包括公司监事3人，以及董事会秘书。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及项目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6,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

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在此期间如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加快，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余额不能满足募集资金支付的情况时， 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将已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及

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1-026）。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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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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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1�月 1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21� 年 1� 月 10�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人

送达的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顾金海先生主持。会议列席人员为董事会秘书。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 16,5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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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综上，监事

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6,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1-026）。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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