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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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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1月21日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于2021年1月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

通知。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公司控

股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

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该议案详情请参见2021年1月2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2021年1月22日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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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1年1月8日以

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21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建立先生主持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事项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

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提高

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自有资金收益，不会影响到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且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议案详情请参见2021年1月22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长春奥普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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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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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普光电”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

用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禹衡光学”或“子公司” ）使用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

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相关决议有效期为十二个月，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十二个月后需重新审议确定。上述资金额度在

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并授予公司财务负责人及禹衡光学财务负责人根据上述原则行使具体理财

产品的购买决策权，由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该投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收益。

2、投资额度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 禹衡光学使用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

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理财产品品种

购买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风险低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投资品种不包括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风险投资涉及的投资品种。

4、投资期限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有效期限为十二个月， 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十二个月后需重新审议确定。

5、关联关系

公司及子公司与提供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6、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或财务负责人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

件。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

1、投资风险

（1）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不排除该项

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

预期。

（3）购买理财产品过程中的潜在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管理层进行具体实施时，需得到公司及子公司董事长或财务负责人批准并签署相关合同。具体

实施部门要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对短期理财业务进行事前审核、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

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

况进行核实。

（3）独立董事有权对投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检查，并对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委托理财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

（4）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是在保障正常经营资金需求下实施的， 不会影

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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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自

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

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以自有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额度，未超过公司董事会

授权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范围和投资期限。 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过去十二月购买理财产品明细表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

金

额

起始日 到期日

实际收

到成本

实际投资收益

公司明细表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2.28 2020.08.28 500 8.73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2.28 2020.08.28 500 8.73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4.03 2020.05.06 500 1.45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03.27 2020.05.29 600 3.52

中信银行经开支行 结构性存款 589 2020.03.02 2020.05.29 589 5.25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3.06 2020.09.04 500

18.20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3.06 2020.09.04 500

中信银行经开支行 结构性存款 589 2020.06.05 2020.09.11 589 4.83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06.08 2020.09.14 600 4.91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 2020.06.11 2020.09.11 500 4.10

招商银行长春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0.09.14 2020.12.14 1000 7.11

交通银行红旗街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0.09.14 2020.12.21 1000 7.52

合计 7378 7378 74.35

禹衡光学明细表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企业大额存单 1000 2020.3.17 2020.4.17 1000 1.38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6.8 2020.8.10 600 3.11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5.6 2020.8.12 600 5.32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8.17 2020.9.16 600 1.38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 2020.8.24 2020.9.28 200 0.54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 2020.8.31 2020.9.30 100 0.23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 2020.9.14 2020.10.14 100 0.23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600 2020.9.21 2020.10.26 600 1.55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 2020.10.9 2020.11.13 300 0.78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 2020.10.26 2020.12.28 200 0.95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800 2020.11.02 2020.12.7 800 2.07

交通银行长春永昌支行 结构性存款 900 2021.1.11 2021.4.19 未到期 未到期

合计 6000 5100 17.54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 � � � �证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21-004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

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30日披露了《长春奥普光电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光机所” 或“控股股东” ）计划自上述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00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公司于近日收到长春光机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长春光机所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

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公司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其减持计划实

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元）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

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0.30—

2020.11.30

22.38 60 0.25

大宗交易 ——— ——— ——— ———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60 0.25

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上市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减持

价格区间为22.01-22.70元。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中国科学院长春

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

合计持有股份 10235.4784 42.65 10175.4784 42.40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35.4784 42.65 10175.4784 42.4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3、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长春光机所将持续告知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长春光机所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1日

2020年第四季度基金产品风险评价结果

一、公司旗下基金产品风险评价方法说明

（一）主要依据与目的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风险评价工作方法，主要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基金募集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

指引（试行）》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目的是为了规范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维护基金投资者的

利益。

（二）基金的风险等级

基金风险等级包括以下五个等级：

R1 低风险等级

R2 中低风险等级

R3 中等风险等级

R4 中高风险等级

R5 高风险等级

（三）基金的风险评价因素

划分基金产品风险等级综合考虑了以下因素：

（一） 流动性；到期时限；杠杆情况；结构复杂性；投资单位产品或者相关服务的最低金额；投资方

向和投资范围；募集方式；发行人等相关主体的信用状况；同类产品或者服务过往业绩；其他因素。

（二） 基金管理人成立时间，治理结构，资本金规模，管理基金规模，投研团队稳定性，内部控制制

度健全性及执行度，风险控制完备性，是否有风险准备金制度安排，从业人员合规性，股东、高级管理人

员及基金经理的稳定性等。

（三） 基金产品或者服务的构架（母子基金、平行基金），投资方向、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募集方

式及最低认缴金额，运作方式，存续期限，过往业绩及净值的历史波动程度，成立以来有无违规行为发

生，基金估值政策、程序和定价模式，申购和赎回安排，杠杆运用情况等。

二、公司旗下基金2020年第四季度风险评价结果（按基金代码排序）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一级分类 风险等级

1 000056.OF 建信消费升级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2 000105.OF 建信安心回报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3 000106.OF 建信安心回报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4 000207.OF 建信双债增强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5 000208.OF 建信双债增强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6 000270.OF 建信灵活配置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7 000308.OF 建信创新中国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8 000346.OF 建信安心回报6个月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9 000347.OF 建信安心回报6个月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0 000435.OF 建信稳定添利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1 000478.OF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 000547.OF 建信健康民生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 000592.OF 建信改革红利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 000686.OF 建信嘉薪宝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5 000693.OF 建信现金添利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6 000723.OF 建信稳定添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 000729.OF 建信中小盘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8 000756.OF 建信潜力新蓝筹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9 000875.OF 建信稳定得利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20 000876.OF 建信稳定得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21 000994.OF 建信睿盈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22 000995.OF 建信睿盈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23 001070.OF 建信信息产业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24 001166.OF 建信环保产业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25 001276.OF 建信新经济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26 001304.OF 建信鑫安回报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27 001396.OF 建信互联网+产业升级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28 001397.OF 建信精工制造指数增强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29 001408.OF 建信鑫丰回报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30 001473.OF 建信大安全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31 001498.OF 建信鑫荣回报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32 001781.OF 建信现代服务业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33 001825.OF 建信中国制造2025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34 001858.OF 建信鑫利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35 001948.OF 建信稳定丰利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36 001949.OF 建信稳定丰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37 002141.OF 建信鑫丰回报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38 002281.OF 建信裕利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39 002377.OF 建信睿怡纯债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40 002378.OF 建信弘利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41 002573.OF 建信汇利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42 002585.OF 建信兴利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43 002753.OF 建信嘉薪宝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44 002758.OF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45 002952.OF 建信多因子量化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46 003022.OF 建信现金添益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47 003164.OF 建信现金添利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48 003185.OF 建信货币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49 003319.OF 建信瑞丰添利A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50 003320.OF 建信瑞丰添利C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51 003391.OF 建信天添益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52 003392.OF 建信天添益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53 003393.OF 建信天添益C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54 003394.OF 建信恒安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55 003400.OF 建信恒瑞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56 003427.OF 建信恒远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57 003583.OF 建信稳定鑫利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58 003584.OF 建信稳定鑫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59 003590.OF 建信睿富纯债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60 003681.OF 建信睿享纯债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61 003831.OF 建信鑫瑞回报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2 004182.OF 建信瑞福添利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3 004413.OF 建信民丰回报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64 004468.OF 建信瑞福添利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5 004546.OF 建信量化优享定开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6 004617.OF 建信鑫稳回报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7 004618.OF 建信鑫稳回报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8 004652.OF 建信鑫利回报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69 004653.OF 建信鑫利回报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70 004668.OF 建信鑫泽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71 004669.OF 建信鑫泽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72 004683.OF 建信高端医疗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73 004730.OF 建信量化事件驱动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74 004798.OF 建信智享添鑫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75 005217.OF 建信福泽安泰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76 005259.OF 建信龙头企业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77 005375.OF 建信睿和纯债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78 005455.OF 建信睿丰纯债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79 005596.OF 建信战略精选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80 005597.OF 建信战略精选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81 005633.OF 建信中证500指数增强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2 005829.OF 建信MSCI中国A股ETF联接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3 005830.OF 建信MSCI中国A股ETF联接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4 005873.OF 建信创业板ETF联接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5 005874.OF 建信创业板ETF联接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6 005880.OF 建信上证50ETF联接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7 005881.OF 建信上证50ETF联接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88 005925.OF 建信福泽裕泰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89 005926.OF 建信福泽裕泰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90 006165.OF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91 006166.OF 建信中证1000指数增强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92 006363.OF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联接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93 006500.OF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94 006501.OF 建信润利增强债券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95 006581.OF 建信优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FOF） 混合型基金 中低风险

96 006791.OF 建信睿兴纯债债券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97 006989.OF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98 006990.OF 建信中短债纯债债券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99 007026.OF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0 007027.OF 建信中债1-3年国开行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1 007080.OF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2 007081.OF 建信中债5-10年国开行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3 007094.OF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4 007095.OF 建信中债3-5年国开行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5 007671.OF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06 007672.OF 建信中证红利潜力指数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07 007699.OF 建信荣禧一年定开债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08 007806.OF 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09 007807.OF 建信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10 007830.OF 建信荣瑞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11 008022.OF 建信短债F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12 008064.OF 建信睿信三个月定开债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13 008177.OF 建信高股息主题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14 008344.OF 建信睿阳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15 008706.OF 建信富时100指数人民币C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16 008707.OF 建信富时100指数美元现汇A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17 008708.OF 建信富时100指数美元现汇C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18 008827.OF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联接A 股票型基金 中高风险

119 008828.OF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联接C 股票型基金 中高风险

120 008962.OF 建信科技创新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1 008963.OF 建信科技创新C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2 009033.OF 建信上海金ETF联接A 另类投资基金 中高风险

123 009034.OF 建信上海金ETF联接C 另类投资基金 中高风险

124 009147.OF 建信新能源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5 009208.OF 建信沪深300增强C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6 009476.OF 建信食品饮料行业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27 009528.OF 建信中债湖北省地方债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28 009554.OF 建信中债1-3年农发债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29 009555.OF 建信中债1-3年农发债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30 010727.OF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31 010767.OF 建信利率债策略纯债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32 010768.OF 建信利率债策略纯债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33 159916.OF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4 159956.OF 建信创业板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5 159978.OF 建信沪港深粤港澳大湾区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6 159981.OF 建信易盛郑商所能源化工期货ETF 另类投资基金 中高风险

137 165309.OF 建信沪深300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8 165310.OF 建信沪深300增强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39 165311.OF 建信信用增强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40 165312.OF 建信央视财经50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1 165313.OF 建信优势动力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2 165314.OF 建信信用增强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43 165317.OF 建信丰裕多策略(LOF)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4 501098.OF 建信科技创新3年封闭运作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5 501105.OF 建信中证政策性金融债8-10年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46 510090.OF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7 510800.OF 建信上证50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48 511660.OF 建信现金添益H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49 512180.OF 建信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0 512530.OF 建信沪深300红利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1 513680.OF 建信港股通恒生中国企业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2 515560.OF 建信中证全指证券公司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3 515620.OF 建信中证800ETF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4 518860.OF 建信上海金ETF 另类投资基金 中高风险

155 530001.OF 建信恒久价值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6 530002.OF 建信货币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57 530003.OF 建信优选成长A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8 530005.OF 建信优化配置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59 530006.OF 建信核心精选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0 530008.OF 建信稳定增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61 530009.OF 建信收益增强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62 530010.OF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ETF联接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3 530011.OF 建信内生动力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4 530012.OF 建信积极配置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5 530014.OF 建信双周安心理财A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66 530015.OF 建信深证基本面60ETF联接A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7 530016.OF 建信恒稳价值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68 530017.OF 建信双息红利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69 530018.OF 建信深证100指数增强 股票型基金 中等风险

170 530019.OF 建信社会责任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71 530020.OF 建信转债增强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2 530021.OF 建信纯债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3 530028.OF 建信短债C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74 530029.OF 建信荣元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5 530030.OF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76 531008.OF 建信稳定增利A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7 531009.OF 建信收益增强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78 531014.OF 建信双周安心理财B 货币市场型基金 低风险

179 531017.OF 建信双息红利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80 531020.OF 建信转债增强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81 531021.OF 建信纯债C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182 531028.OF 建信短债A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83 531030.OF 建信周盈安心理财B 债券型基金 低风险

184 539001.OF 建信全球机遇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85 539002.OF 建信新兴市场优选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86 539003.OF 建信富时100指数人民币A 国际(QDII)基金 中等风险

187 960028.OF 建信优选成长H 混合型基金 中等风险

188 960029.OF 建信双息红利H 债券型基金 中低风险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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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大股东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本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披露了《第三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9)，公司

第三大股东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长集团”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2020年10月22日—2021年4月2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1,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

2021年1月21日，公司收到兴长集团出具的《关于岳阳兴长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

2021年1月21日，兴长集团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湖南长炼

兴长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年10月22日至

2021年1月21日

/ 0 0

大宗交易 / 0 0

其他方式 / 0 0

合 计 / / 0 0

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兴长集团在计划减持期间未减持公司股份。

(2)兴长集团于2018年5月19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18年5月30日(该权益变动

报告书涉及股权转让过户于2018年5月30日完成，详见公司2018年6月1日公司《关于第二大股东股权

协议转让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号)，兴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300,15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27％； 2018年5月31日至2021年1月21日期间，兴长集团累计减持了岳阳兴长股份64,33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2%,减持后持有公司15,696,79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5%。

(3)兴长集团一致行动人湖南长炼兴长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称“兴长企服” )于2018年5月19日披

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2018年5月30日，兴长企服持有公司股份26,522,437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9.775％；2020年6月12日，公司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兴长企服持股数量从27,848,559股

增加到29,240,987股； 2018年5月31日至2021年1月21日期间，兴长企服未减持岳阳兴长股份。 截至

2021年1月21日，兴长企服持股数为29,240,987股，持股比例仍为9.775％。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兴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5,696,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5%，在计划减持期间未

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兴长集团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兴长集团尚未实施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兴长集团承诺将严格按照有相关规定和有

关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兴长集团《关于岳阳兴长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64�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5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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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通知及召开时间：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1年1月6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21年

1月21日14:00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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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21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长山村临江路1号。

3、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持。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程序和决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6人， 代表股份264,344,91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4063％，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30.7770％。

①公司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263,875,7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0.3523％，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30.7224％。

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人，代表股份46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40％，占公司扣除

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0.0546％。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13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0

人，参加网络投票的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46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40％，占公司

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858,904,477股的0.0546％。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4,320,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8％；反对24,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44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8210％；反对

2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179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详情可查阅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张强律师、叶慧敏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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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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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0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原因，出席会议的部分董事、监

事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会。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26,532,8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1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乃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董事会秘书王平浩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6,532,82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及修改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23,494,58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第1项议案需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王思晔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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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仲裁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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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阶段：法院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

●涉案金额：人民币1,500万元及其利息、律师费、仲裁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2021年1月20日，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高科” 或“公司” ）收到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送达的（2020）京01执595号《执行裁定书》。 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案件的裁决情况

2019年4月，公司因与北大培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培生” ）的教育业务合

同纠纷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 ）提起仲裁。 2020年3月24日，公司收到贸

仲委送达的〔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408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贸仲委已作出

终局裁决：裁决北大培生立即返还公司预付款1,500万元，并向公司支付利息、律师费、仲裁费；前述款

项， 北大培生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20日内支付完毕 （详见公司临2019-018号、 临2019-030号、临

2019-031号、临2019-032号、临2020-012号公告）。

鉴于北大培生未如期履行裁决，公司向北京一中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并于2020年6月18日收到

《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详见公司临2020-030号公告）。

二、本次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2021年1月20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0）京01执595号《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申请执行人：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执行人：北大培生（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三）《执行裁定书》所载执行及裁定情况：

执行中，北京一中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名下银行存款3,222.31元。 现北京一中院未查询到被执行人

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本次执行中，被执行人应支付的案款人民币15,197,800元及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除北京一中院执行回款3,222.31元外，其他尚未履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九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贸仲委（2020）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408号裁决书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后，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义务。 如果具备了执行条件，申请执行人可以向北京

一中院再次申请执行。

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已于2017年度及2018年度对上述教育业务合同项下的预付款全额计提了资

产减值准备。 在本次仲裁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公司共收到3,222.31元执行款项，已冲减相应减值损失；本

案未来或有可供执行财产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前述最终影响金额

均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积极采取措施， 依法维护公司的合法权

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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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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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号中国船舶大厦25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33,326,3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58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季峻董事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季峻董事、陆子友董事、朱震宇独立董事、宁振波独立董事现场出

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向辉明董事、李俊平独立董事、吴立新独立董事、吴卫国独立董事以视频方式

出席；张英岱董事长、赵宗波董事、王永良董事、柯王俊董事、林鸥董事、王琦董事、陈忠前董事因公务原

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4人，盛闻英监事、潘于泽监事、程刚监事现场出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崔明监事以视频方式出席；莘国梁监事会主席、林纳新监事、韩东望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3、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陶健先生、总会计师陈琼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33,102,288 99.9924 224,107 0.007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678,219,924 99.9670 224,107 0.033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为 “一般议案” ，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合法有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颢律师、汪黛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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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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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0,000.00万元到43,5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7,895.84万元到21,

395.84万元，同比增加80.96%到96.80%。

2、 公司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8,500.00万元到

42,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6,988.42万元到20,488.42万元，同比增加

78.97%到95.2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00.00万元到43,

5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7,895.84万元到21,395.84万元，同比增加

80.96%到96.8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8,500.00万元到42,000.00万元，与上年

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6,988.42万元到20,488.42万元，同比增加78.97%到95.24%。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104.1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21,511.58万元。

（二）每股收益：0.20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2020年国内生猪养殖存栏量同比有所增加，同时生猪养殖结构的集约化程度快速提高，作为

强制免疫品种的口蹄疫疫苗市场同步扩容。中国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年末

全国生猪存栏数量4.07亿头， 比上年同期增长31%， 能繁母猪存栏数量4,161万头， 比上年同期增长

35%。

（二）根据中国兽药信息网发布的数据，公司2020年口蹄疫和禽流感（H5+H7）疫苗产品市场份额

提升，批签发数量同比增加，数据汇总如下:

批签发数量

疫苗品类

2019年

（批次）

2020年

（批次）

2020年

同比增长

1、国内口蹄疫全病毒灭活疫苗 415 492 18.55%

其中：公司口蹄疫全病毒灭活疫苗 113 188 66.37%

公司批签发数量占比 27.23% 38.21% --

2、国内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灭活疫苗 1760 1785 1.42%

其中：公司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灭活疫苗 128 212 65.63%

公司批签发数量占比 7.27% 11.88% --

注： 上述口蹄疫全病毒灭活疫苗包含“猪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 、“猪口蹄疫O型灭活疫

苗” 、“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 、“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 、“口蹄疫O型、A型二价3B蛋白表位缺

失灭活疫苗”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灭活疫苗包含“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二价灭活疫苗” 、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

（三）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收款项的风险控制，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

有所减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