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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81,742,586.06 2,971,970,129.12 -3.04

营业利润 370,730,692.66 387,269,860.62 -4.27

利润总额 361,108,071.22 384,690,201.00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049,024.74 306,031,881.87 2.95

基本每股收益 0.79 0.77 2.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9% 13.30% -1.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291,814,575.69 4,249,006,674.73 2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23,716,266.93 2,440,668,842.19 11.60

股本 400,020,000.00 400,02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81 6.10 11.64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的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所下降，营业总收入降幅达

3.04%，营业利润降幅达4.27%，利润总额降幅达6.13%。 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

降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国内外汽车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公司国内外汽车定转

子业务较去年同期下降；

(2)2020年下半年大宗材料价格持续走高，导致公司营业成本增加。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达2.95%，主要系转让控股子公司北京

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529,181.46万元， 较期初总资产424,900.67万元增加104,280.79万

元，增幅达24.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2,371.63万元，较期初244,066.88万元增加

28,304.75万元，增幅达11.60%。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报告期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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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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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1年2月8日公

开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

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0

年8月7日--2021年2月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自查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登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2021年2月23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3名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

易行为：

其中尹巍先生、尹兴满先生买卖公司股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成员内部构成发生变化，

其合计持股比例和数量未发生变化，不涉及向市场减持，交易对手方为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

水龙凤呈祥2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9月24日及2020年9月30日在《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在一致行动人

之间内部转让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和《关于实际控制人增加一致行动人及持股

在一致行动人之间内部转让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周彪先生买卖公司股票发生在2020年8月10日及2020年10月16日期间， 该期间尚未就任监事，

2020年10月30日周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31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暨补选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在自查期间，除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之外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公司对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有12名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股票交

易行为， 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

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上市公司公开披露

的信息外，并未获知上市公司筹划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本次核查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及

公司相关内部保密制度， 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 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

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符合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

号———股权激励》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构成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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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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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资产并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

开拓电动自行车定转子与总成业务，进一步挖掘天津及周边市场潜力，增强与电动自行车客户的上下游

本地配套，拟以自有资金在天津设立全资子公司，暂定名天津信质电机有限公司（具体以最终工商登记

机关核定为准），具体内容详见于2021年2月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公司购买资产并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河北信质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通过工商最终审核，并取得河北唐山芦台

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河北信质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96MA0G147B2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企业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农业总公司五社区

法定代表人：陶开江

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1年2月23日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 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制造。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模具制造。 电机制造。 模具、电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配件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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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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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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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66,2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1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3号）核准，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江苏租赁”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39,999,700股，并于2018年3月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总股本2,986,649,968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791,290,012股，限售条件流通股1,195,359,95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控” ）及其一致

行动人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大桥”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广靖锡澄” ）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计1,166,200,000股，锁定期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36个月，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1年3月1日锁定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未发生配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本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为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扬子大桥、广靖锡澄，前述

股东已作出有关承诺如下：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份的上述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均遵守监管部门的规定，严格纳入关联交易管理。公司已

按规定向公开市场披露关联交易，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 除依法合规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不存在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禁申请符合相关规

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江苏租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66,2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3月1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江苏交控 640,000,000 21.43 640,000,000 0

2 扬子大桥 292,200,000 9.78 292,200,000 0

3 广靖锡澄 234,000,000 7.83 234,000,000 0

合计 1,166,200,000 39.04 1,166,200,000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166,200,000 -1,166,200,000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9,159,956 0 29,159,95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195,359,956 -1,166,200,000 29,159,956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A股 1,791,290,012 1,166,200,000 2,957,490,01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791,290,012 1,166,200,000 2,957,490,012

股份总额 - 2,986,649,968 0 2,986,649,968

八、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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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所属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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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生益电子” ）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生益电子于2021年1月29日披露《生益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2月5日披露《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及进行网上路演，2月8日开始申购，2月9日披露《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进行网上申购摇号及确定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2月10日披露《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2月18日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2月19日披露《生益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2月24日披露《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

板上市公告书》，生益电子股票将于2021年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生益电子在科创板上市的

详细内容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阅。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生益电子投资额980,447,815.25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1.10%。

● 本次发行前，公司持有生益电子523,482,175股，占生益电子总股本的78.665%，是生益电子的

控股股东，对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本次发行后，公司仍持有生益电子523,482,175股，占生

益电子总股本的62.93%，仍是生益电子的控股股东，对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

● 生益电子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一、基本情况

根据《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生益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基本情况如下：

股票简称：生益电子

股票代码：688183

发行价：12.42元/股

发行数量：16,636.4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20%

发行后总股本：83,182.1175万股

上市日期：2021年2月25日

内容请详见生益电子于2021年2月1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2021年2月24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生益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前，公司持有生益电子523,482,175股，占生益电子总股本的78.665%，本次发行后，公司

仍持有生益电子523,482,175股，占生益电子总股本的62.93%。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对生益电子投资额980,447,815.25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1.10%。 本次发行后，公司仍是生益电子的控股股东，对

其具有控制权，合并其财务报表。生益电子科创板上市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公司承诺：“自生益电子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生益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 也不由生益电子回购

该部分股份。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4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获配双林生物（000403）

非公开发行A股的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

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

期

易方达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31 10,000,033.23 0.40% 11,752,214.27 0.47% 6个月

易方达新常态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0,106 35,000,032.98 0.97% 41,132,652.02 1.14% 6个月

易方达均衡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00,091 30,000,033.03 0.22% 35,256,564.47 0.26% 6个月

易方达医药生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750,075 24,999,999.75 0.60% 29,380,437.75 0.71% 6个月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450,045 14,999,999.85 0.45% 17,628,262.65 0.53% 6个月

易方达科翔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00,061 20,000,033.13 0.34% 23,504,389.37 0.40% 6个月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075 24,999,999.75 0.50% 29,380,437.75 0.59% 6个月

易方达创新未来18个月封

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500,149 49,999,966.17 0.52% 58,760,836.33 0.61%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2月22日数据。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苏宁基金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宁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21年2月24日起，本公司增加苏宁基金为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苏宁基金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苏宁基金

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0171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基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苏宁基金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

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 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

上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

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

否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

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

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苏宁基金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苏宁基金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定

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苏

宁基金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

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苏宁基金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联系人：冯鹏鹏

联系电话：025-66996699-882796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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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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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易方达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网下现金发售

代理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14家证券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本公司自

2021年2月24日起增加上述证券公司为易方达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认购代码：516093，场内简称：新能源E，扩位简称：新能源ETF易方达）的网下现金发售代理

机构。

特别提示：本基金网下现金认购的日期为2021年2月24日至2021年3月5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0755-82825551

客户服务电话：95517

传真：0755-82558355

网址：www.essence.com.cn

2.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联系人：奚博宇

联系电话：027-6579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传真：027-85481900

网址：www.95579.com

3.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传真：0431-85096795

网址：www.nesc.cn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或02095575

网址：www.gf.com.cn

5.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1589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军

联系人：占文驰

联系电话：0791-88250812

客户服务电话：956080

传真：0791-86281305

网址：www.gszq.com

6.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0C-1房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联系人：刘熠

联系电话：021-54967656

客户服务电话：95323（全国）、400-109-9918（全国）、029-68918888（西安）

传真：021-54967293

网址：www.cfsc.com.cn

7.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358号大成国际大厦20楼2005室

法定代表人：王献军

联系人：王怀春

联系电话：0991-2307105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传真：010-88085195

网址：www.hysec.com

8.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世纪商贸广场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联系人：陈宇

联系电话：021-33388252

客户服务电话：95523、4008895523

传真：021-33388224

网址：www.swhysc.com

9.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联系人：辛国政

联系电话：010-80928123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888或95551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10.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21层及第04层

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座4层、18-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联系人：万玉琳

联系电话：0755-82026907

客户服务电话：95532

网址：https://www.ciccwm.com

11.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联系人：许曼华

联系电话：021-20315290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传真：0531-68889095

网址：www.zts.com.cn

1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王一通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10-60836029

网址：www.cs.ecitic.com

13.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501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合利天德广场T1楼1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人：陈靖

联系电话：020-88836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20-88836984

网址：www.gzs.com.cn

14.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5层

法定代表人：冯恩新

联系人：焦刚

联系电话：0531-89606166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传真：0532-85022605

网址：http://sd.citics.com/

15.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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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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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39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1年2月24日起，本公司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上述

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

005583

易方达港股通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基

金

开通 开通 开通

二、关于本公司在上述销售机构推出本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

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

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上述基金的每期扣款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元。 各销售机构可在此基础

上规定各自的最低扣款金额和交易级差。 上述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

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

否顺延以相关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具体扣款方式以相关销售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确

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或销售机构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上述基金

申购具体确认时间及可查询时间以相关基金法律文件及公告通知为准。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

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上述销售机构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对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 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

以相关销售机构最新规定为准。

2.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件，申请将其持

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

记的其他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与转换费用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3.本基金最新交易状态请关注本公司相关公告。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218号渤海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伏安

联系人：王宏

联系电话：022-58316666

客户服务电话：95541

传真：022-58316569

网址：www.cbhb.com.cn

2.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2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1号院2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金山

联系人：鲁娟

联系电话：010-89198762

客户服务电话：96198（北京）、400-66-96198（全国）

网址：www.bjrcb.com

3.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鸿福东路2号东莞农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耀球

联系人：钟燕珊

客户服务电话：0769-961122

网址：www.drcbank.com

4.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9号

办公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9号

法定代表人：陆向阳

联系人：李仙

电话：0519-80585939

客户服务电话：0519-96005

传真：0519-89995170

网址：http://www.jnbank.com.cn

5.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办公地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法定代表人：魏学坤

联系人：庞璐璐

客户服务电话：400-66-96178

网址：www.jinzhoubank.com

6.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淄博市张店区中心路105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金晶大道105号

法定代表人：李大鹏

联系人：焦浦

联系电话：0533-2178888-9907

客户服务电话：400-86-96588

传真：0533-2180303

网址：www.qsbank.cc

7.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

法定代表人：徐晓军

联系人：葛晓亮

联系电话：0512-63969209

客户服务电话：956111

传真：0512-63969209

网址：www.szrcb.com

8.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人民路258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路258号

法定代表人：王云龙

联系人：朱光锋

联系电话：0571-82739513

客户服务电话：96596

网址：http://www.zjxsbank.com/

9.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9层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联系人：陈剑虹

联系电话：0755-82825551

客户服务电话：95517

传真：0755-82558355

网址：www.essence.com.cn

10.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42号写字楼101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8号

法定代表人：安志勇

联系人：王星

联系电话：022-28451922

客户服务电话：400-651-5988

传真：022-28451892

网址：www.ewww.com.cn

11.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35号

办公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自强路35号庄家金融大厦23-26层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李卓颖

联系电话：0311-66008561

客户服务电话：95363（河北省内）；0311-95363（河北省外）

传真：0311-66006414

网址：www.s10000.com

12.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迎宾街15号桐城中央21层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111号山西世贸中心A座F12、F13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联系电话：0351-4130322

客户服务电话：4007121212

传真：0351-7219891

网址：www.dtsbc.com.cn

13.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单晶

联系电话：0755-23838750

客户服务电话：95358

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1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生态大街6666号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联系人：安岩岩

联系电话：0431-85096517

客户服务电话：95360

传真：0431-85096795

网址：www.nesc.cn

15.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23号投资广场18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钱俊文

联系人：王一彦

联系电话：021-20333333

客户服务电话：95531、400-8888-588

传真：021-50498825

网址：www.longone.com.cn

1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508号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联系人：郁疆

联系电话：021-2216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25

网址：www.ebscn.com

17.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成证大厦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杜晶、黎建平

联系电话：028-86690057

客户服务电话：95310

传真：028-86690126

网址：www.gjzq.com.cn

18.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子实路1589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1115号北京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周军

联系人：占文驰

联系电话：0791-88250812

客户服务电话：956080

传真：0791-86281305

网址：www.gszq.com

19.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27号1#楼3层、4层、5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088号招行上海大厦18层、19层、29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王虹

联系电话：021-20655183

客户服务电话：95547

传真：021-20655196

网址：www.hfzq.com.cn

20.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21楼

办公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牧原

联系人：范坤

联系电话：0931-4890208

客户服务电话：95368、400-689-8888

传真：0931-4890628

网址：www.hlzq.com

21.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中国人保寿险大厦12至18层

法定代表人：张海文

联系人：孙燕波

联系电话：010-85556048

客户服务电话：95390

传真：010-85556088

网址：www.hrsec.com.cn

22.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

办公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198号华西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杨炯洋

联系人：张彬

联系电话：010-58124967

客户服务电话：95584

传真：028-86150040

网址：www.hx168.com.cn

23.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0C-1房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8号

法定代表人：俞洋

联系人：刘熠

联系电话：021-54967656

客户服务电话：95323（全国）、400-109-9918（全国）、029-68918888（西安）

传真：021-54967293

网址：www.cfsc.com.cn

24.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南宝路36号证券大厦4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王作义

联系人：刘萍

联系电话：0755-83025693

客户服务电话：95372

传真：0755-83025625

网址：www.jyzq.cn

25.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389号

法定代表人：李剑锋

联系人：王万君

联系电话：025-58519523

客户服务电话：95386

传真：025-83369725

网址：www.njzq.com.cn

26.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办公地址：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法定代表人：王怡里

联系人：谢武兵

联系电话：0351-8686721

客户服务电话：95573或400-666-1618

传真：0351-8686619

网址：www.i618.com.cn

27.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47层01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47层

法定代表人：黄海洲

联系人：戴佳璐

联系电话：0755-88311518

客户服务电话：40018-40028

传真：0755-82545500

网址：www.wkzq.com.cn

28.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办公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法定代表人：徐朝晖

联系人：张吉安

联系电话：029-87211668

客户服务电话：95582

传真：029-87211478

网址：www.westsecu.com

29.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9号院1号楼

法定代表人：祝瑞敏

联系人：王薇安

联系电话：010-83252170

客户服务电话：95321

传真：010-63080978

网址：www.cindasc.com

30.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金控中心21、22、23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金控中心21-23层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联系人：彭莲

联系电话：0755-83331195

客户服务电话：95564

公司网址：http://www.ykzq.com

31.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21、22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1777号海信南方大厦21、22层

法定代表人：吴小静

联系人：罗艺琳

联系电话：0755-82943755

传真：0755-82960582

客户服务电话：95329

网址：www.zszq.com

32.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86号

法定代表人：李峰

联系人：许曼华

联系电话：021-20315290

客户服务电话：95538

传真：0531-68889095

网址：www.zts.com.cn

33.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9号高地中心1101室

办公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照壁西顺街399号1栋1单元龙湖西宸天街B座1201号

法定代表人：于海锋

联系人：陈丹

联系电话：15114053620

客户服务电话：400-080-3388

网址：www.puyifund.com

34.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章知方

联系人：陈慧慧

联系电话：010-85657353

客户服务电话：400-920-0022

传真：010-65884788

网址：http://licaike.hexun.com/

35.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17号10层1015室

法定代表人：何静

联系人：王重阳

联系电话：010-65951887

客户服务电话：400-618-0707

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36.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178号华融大厦27层2704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28号富卓大厦A座16层

法定代表人：洪弘

联系人：文雯

联系电话：010-83363101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1188

传真：010-83363010

网址：http://8.jrj.com.cn

37.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王锋

联系人：冯鹏鹏

联系电话：025-66996699-882796

客户服务电话：95177

网址：www.snjijin.com

38.上海中正达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277号1号楼1203、120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兰路277号1号楼1203、1204室

法定代表人：黄欣

联系人：戴珉微

联系电话：021-33768132

客户服务电话：400-6767-523

传真：021-33768132-802

网址：www.zhongzhengfund.com

39.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A座5层

法定代表人：钱昊旻

联系人：沈晨

联系电话：010-59336544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40.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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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

资料概要（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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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