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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2021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2021年第2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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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瑞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钱多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信息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锐意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添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精选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招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活力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进宝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国家安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境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和泰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银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医疗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源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恒泽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5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泓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祥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国投瑞银港股通价值发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臻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悦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恒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顺荣39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港股通6个月定期开放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融华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瑞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货币市场基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沪深300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国投瑞银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价值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投瑞银中证上游资源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白银期货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福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中国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瑞泰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国投瑞银开放视角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7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www.ubssdic.com）和中国证监会

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

电话（400-880-6868）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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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930

证券简称：屹通新材 公告编号：

2021-040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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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屹通新材” ）首

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288,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4%，限

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14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

通股（A股）25,000,000股，于2021年1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为75,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其中无流通限制或

限售安排股票数量为23,711,57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3.7116%，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股

票数量76,288,425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76.2884%。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1,288,4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84%，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1,288,425

股，将于2021年7月21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限售股股东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

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持有公司网下配售限售股的股东在限售期内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

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2、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共计5,273名。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总数为1,288,4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84%。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限售股类型 限售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

配售限售股

1,288,425 1.2884% 1,288,425 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中，无股东同时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无股东为公司前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

五、股权结构变动表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 减少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76,288,425 76.2884 1,288,425 75,000,000 75.0000

其中：首发前限售股 75,000,000 75.0000 75,000,000 75.0000

首发后限售股 1,288,425 1.2884 1,288,425 0 0.0000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23,711,575 23.7116 1,288,425 25,000,000 25.0000

三、总股本 100,000,000 100.0000 1,288,425 1,288,425 100,000,000 100.0000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承诺；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屹通新材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

688518

证券简称：联赢激光 公告编号：

2021-028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宜宾联赢激光焊接成套设备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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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宜宾联赢激光焊接成套设备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2.5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1.3亿元，分两期建设

●项目实施主体：四川联赢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注册

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对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次对外投资计划自2021年起逐步实施，拟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或自筹资金，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安排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而定，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

的正常开展，预计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风险提示：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存在建设未能按期完成或建设成本高

于预期成本的风险。 同时，项目发展将受到下游相关行业的推广情况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如市场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将对本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扩大生产能力，开拓西南市场，为客户提供

优质快速服务，强化公司竞争优势，拟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联赢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在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宜宾联赢激光焊接成套

设备项目。 项目总投资2.5亿元，分两期建设。

（二）对外投资的决策与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由公司董事

长韩金龙先生审批，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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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宜宾市注册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名称：四川联赢科技有限公司（筹）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韩金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出资方式和持股比例：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00%持股

经营范围：激光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上注册信息以最终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信息为准。

三、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1、项目名称：宜宾联赢激光焊接成套设备项目

2、项目选址：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3、项目投资总额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2.5亿元，分两期建设。 项目一期计划投资0.5亿元，投资

建设激光焊接成套设备生产线。项目二期计划投资2亿元，占地约50亩，建设约5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

扩大激光焊接成套设备生产线。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4、项目建设期：项目一期在交付厂房后6个月内完成装修及设备入驻安装和调试；项目二期在交

付土地后24个月内完成建设、装修、设备入驻安装和调试。

5、项目建设规模：项目一期租赁总面积约7500平方米标准过渡厂房，项目二期占地约50亩，建设

约5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最终用地面积以实际情况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将进一步完善公司产能布局，对促进公司长期稳

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对外投资计划自2021年起逐步实施，拟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

金，项目实施进度及资金安排将根据项目实施过程的具体情况而定，不会影响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开

展，预计对公司2021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项目存在建设未能按期完成或建设成本高于预期成本的

风险。 同时，项目发展将受到下游相关行业的推广情况和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如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将对本项目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

本次投资项目涉及的投资金额、建设周期及建设规模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

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317

证券简称：之江生物 公告编号：

2021-029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公司相关检测产品获得欧盟

CE

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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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于近期获得七项相关认证，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认证情况：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应用领域 有效期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

IgM/IgG�Antibody�Detection�Kit�

(Colloidal�Gold)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

SN�1018-2021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2022年5月26日

Liferiver�SARS-CoV-2�L452R�＆

E484K/Q�Mutations�Detection�Kit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L452R

和E484K/Q突变检测试剂盒

SN�1920-2021 新型冠状病毒突变位点检测 2022年5月26日

Novel�Coronavirus�(2019-nCoV)�Real�

Time�Multiplex�RT-PCR�Kit�

(Detection�for�3�Genes)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检测试

剂盒（荧光PCR法）

SN�0786-2021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2022年5月26日

Viral�RNA�Extraction�Kit

核酸提取试剂

SN�1943-2021 核酸提取和纯化 2022年5月26日

Automated�Workstation�for�Nucleic�

Acid�Extraction�and�PCR�Test

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分析系统

SN�0797-2021

对临床样本中的靶核酸

（DNA/RNA）进行定性、定

量检测

2022年5月26日

Automated�Workstation�for�Nucleic�

Acid�Extraction�＆ PCR�Setup�

(model:�Autra9600�Plus)

全自动核酸工作站

SN�1461-2021

对临床样本核酸的提取、纯

化及检验分析前试剂或样本

的精密加样

2022年5月26日

Automated�Nucleic�Acid�Extraction�

Instrument

(EX9600)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SN�1763-2021 核酸提取和纯化 2022年5月26日

二、涉及的相关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 获认证主体 预期用途 使用范围

Novel�Coronavirus�

(2019-nCoV)�IgM/IgG�

Antibody�Detection�Kit�

(Colloidal�Gold)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末梢血中新型冠

状病毒（2019-nCoV）抗体，仅用作对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疑似病例

的补充检测指标或疑似病例诊断中与

核酸检测协同使用，不能作为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和排除的依据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Liferiver�SARS-CoV-2�

L452R�＆ E484K/Q�Mutations�

Detection�Kit

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L452R和

E484K/Q突变检测试剂盒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用于体外定性检测SARS-CoV-2感

染患者鼻咽拭子和口咽拭子样本中是

否含有L452R和E484K/Q位点突变，

有助于识别和评估 SARS-CoV-2�变

体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Novel�Coronavirus�

(2019-nCoV)�Real�Time�

Multiplex�RT-PCR�Kit�

(Detection�for�3�Genes)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核酸

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采用实时荧光PCR系统体外定性检测

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和痰液样本中新

型冠状病毒(2019-�nCoV)�RNA，用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辅助诊断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Viral�RNA�Extraction�Kit

核酸提取试剂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用于核酸的提取、纯化步骤；其处理后

的产物用于临床体外检测使用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Automated�Workstation�for�

Nucleic�Acid�Extraction�and�

PCR�Test

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分析系

统

上海之江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全自动核酸提取及检测分析系统基于

实时荧光PCR检测原理，与配套的检测

试剂共同使用，在临床上用于对来源

于人体样本中的靶核酸（DNA/RNA）

进行定性、定量检测，包括多种病原体

项目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Automated�Workstation�for�

Nucleic�Acid�Extraction�＆

PCR�Setup�(model:�

Autra9600�Plus)

全自动核酸工作站

上海之江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适用于核酸提取及检测反应体系构

建，包括核酸的提取、纯化、加样，以及

检测试剂的分装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Automated�Nucleic�Acid�

Extraction�Instrument

(EX9600)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上海之江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用于临床样本核酸的提取、纯化

欧盟国家和认可欧

盟CE认证的国家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以上产品获得欧盟CE认证后，可在欧盟国家和认可欧盟CE认证的国家进行销售，进一步提

升了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对于公司扩充海外销售产品品类及国际业务拓展具有积极作用。

四、风险提示

1、产品竞争风险

除公司产品获得相关认证外，亦有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获证供应市场，且针对新冠肺炎的检测、

核酸提取与检测分析方法多样，故公司产品或将面临同类产品或其他检测类产品的市场竞争风险。

2、对利润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受境外疫情发展及控制情况、检测方法的选择、境外市场推广力度、客户认可程度等多种因素影

响，以上产品的境外销售额及利润贡献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625

证券简称：呈和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10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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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7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9号耀中广场B座4108室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0,063,5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0,063,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4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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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赵文林先生主持，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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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董事长赵文林、董事仝佳奇、独立董事叶罗

沅；以通讯方式参会人员为董事林哲莹、董事赵文浩、独立董事苗月新、独立董事燕学善；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现场参会人员为监事会主席何洁冰、监事陈淑娴；以通讯方

式参会人员为监事魏永权；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映红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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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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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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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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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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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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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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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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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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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00,063,5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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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7,563,500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二以上表决

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通过；

2、 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林、李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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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1-059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6

月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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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2021年4-6月销售情况

业务情况

4-6月累计数额 同比变动 1-6月累计数额 同比变动

全口径

权益

口径

全口径

权益

口径

全口径

权益

口径

全口径

权益

口径

销售额

（亿元

人民币）

产业新城园区业务 10.38 10.30

-89.

89%

-89.

35%

43.91 43.45

-78.

29%

-77.

74%

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 43.73 31.76

-70.

12%

-67.

08%

74.87 50.46

-61.

75%

-62.

67%

其他业务 （物业及酒店

等）

9.03 8.30 1.95% 1.63% 16.66 15.22 -5.52% -9.07%

合计 63.14 50.37

-75.

52%

-74.

99%

135.43 109.14

-67.

42%

-68.

56%

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34.96 26.10

-75.

83%

-64.

94%

69.08 48.19

-67.

90%

-64.

30%

注：自2016年二季度实施“营改增” 起，公司将上述产业园区结算收入额统计口径调整为含增值

税销项税额。 销售面积指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面积。

二、公司2021年4-6月房地产开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万平方米

区域

计划总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万㎡)

4-6月销售面积

(万㎡)

1-6月销售面

积(万㎡)

4-6月结算面

积(万㎡)

1-6月结算面

积(万㎡)

1.京津冀 36,142,831.75 5,543.12 3.52 6.27 66.82 73.13

2.环南京 5,535,127.65 673.39 1.22 6.13 9.80 13.72

3.环杭州 4,185,000.91 525.05 12.42 23.17 11.72 22.74

4.环郑州 1,854,552.04 370.15 0.12 0.12 5.27 5.27

5.环合肥 1,469,217.12 298.15 5.63 11.12 2.18 12.32

6.环武汉 3,564,014.01 433.84 6.89 13.88 3.43 3.43

7.环广州 853,677.10 39.41 0.64 1.12

8.环成都 112,788.17 20.01 0.05 3.07 3.07

9.其他区域 2,483,589.65 399.53 4.52 7.22 5.87 21.38

合计 56,200,798.40 8,302.64 34.96 69.08 108.16 155.06

注：京津冀区域主要包括固安、廊坊、怀来、大厂、香河、霸州、涿州、永清、文安、北戴河、任丘、邯

郸、北京等；环南京区域主要包括南京、来安、溧水、江宁、高淳、镇江等；环杭州区域主要包括嘉善、南

浔、德清等；环郑州区域主要包括武陟、新郑、长葛等；环合肥区域主要包括舒城、长丰等；环武汉区域

主要包括武汉、黄陂、孝感等；环广州区域主要包括广州、江门等；环成都区域主要包括成都、蒲江等；

其他区域主要包括西安、沈阳、哈尔滨、上海、国际等。

三、公司2021年1-6月房屋出租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平方米

种类 产权主体

可供出租

面积

已出租

面积

出租率

2021年

已收房租

住宅配套

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2,775.95 70,375.47 85.02% 1,259.28

廊坊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36.79 5,236.79 100.00% 107.70

大厂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543.75 5,382.17 42.91% 456.69

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790.67 4,790.67 100.00% 68.85

大厂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35.75 587.90 18.17% 32.96

固安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660.27 46,727.12 77.03% 837.49

永定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194.88 11,323.08 79.77% 56.49

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267.08 8,869.07 54.52% 84.67

北京丰科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822.45 13,860.01 93.51% 755.07

南京京御幸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2,379.00 19,711.00 88.08% 216.73

香河县胜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3.12 283.12 100.00% 1.68

霸州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0.29 410.29 100.00%

来安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846.43 2,777.50 97.58% 5.47

独立商业

华夏幸福（大厂）文化影视产业园投资有限公司 4,233.69 2,660.38 62.84% 4.85

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2,015.02 20,051.50 91.08% 390.91

住宅配套

/产业港

大厂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7,722.05 28,295.02 75.01% 447.35

固安华夏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45,317.77 76,504.53 52.65% 762.91

嘉兴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679.06 51,643.06 52.33% 503.59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7,248.15 79,335.31 90.93% 597.46

怀来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474.49 27,408.98 84.40% 19.71

沈阳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9,907.65 112,737.09 80.58% 679.02

产业港

华夏幸福（固安）产业港投资有限公司 120,064.07 84,838.80 70.66% 407.10

固安幸福基业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196,443.30 196,393.30 99.97% 2,832.97

华夏幸福（霸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37,042.40 35,845.29 96.77% 263.52

写字楼 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 4,058.43 3,959.55 97.56% 81.84

总计 1,165,652.50 910,006.99 78.07% 10,874.32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21-060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部分债务未能如期

偿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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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未能如期偿还债务的基本情况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近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未能如期偿还银行贷款、信托贷款等债

务形式的债务本息金额63.81亿元。 截至2021年7月19日，公司累计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合计732.20

亿元。 目前公司正在与未能如期偿还债务本息涉及的金融机构积极协调展期相关事宜。

二、 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公司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导致的债务未能如期偿还，对公司融资产生较大影响；为化解公司债务风

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正在积极协调各方商讨多种方式解决当前问题。 目前在地方政府的

指导和支持下公司正在尽快开展综合性的风险化解方案制定工作。 同时，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也在

积极协调推进公司债务展期事宜，为综合化解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争取必要的时间。

公司将坚决恪守诚信经营理念，积极解决当前问题，落实主体经营责任。 以“不逃废债” 为基本前

提，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公平公正、分类施策的原则，稳妥化解华夏幸福债务风险，依法维护债权人合

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0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

2021

年第

2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1年第2季度报告

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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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次2021年第2季度报告涉及部分基金如下：

序号 基金全称

1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2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 平安中证人工智能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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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平安鼎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平安鼎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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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 平安中债-0-5年广东省地方政府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 平安行业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 平安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13 平安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 平安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 平安鑫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 平安安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 平安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 平安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 平安惠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 平安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1 平安量化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 平安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3 平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4 平安双债添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平安合慧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6 平安MSCI中国A股国际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7 平安合丰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8 平安优势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9 平安惠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0 平安合颖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1 平安合锦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2 平安估值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 平安惠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4 平安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5 平安合意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6 平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7 平安惠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8 平安0-3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39 平安合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0 平安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 平安合盛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2 平安高等级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3 平安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4 平安乐享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 平安5-10年期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6 平安惠澜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7 平安惠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8 平安惠文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9 平安合润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0 平安盈丰积极配置三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51 平安匠心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 平安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53 平安元丰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4 平安估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 平安中证5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6 平安添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7 平安合庆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 平安恒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 平安惠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0 平安研究睿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 平安低碳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2 平安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 平安瑞兴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 平安养老目标日期2025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65 平安双季增享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6 平安恒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 平安兴鑫回报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2021年第2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7月20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fund.pingan.

com/index.shtml）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

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00-4800）咨询。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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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关于光大保德信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在直销柜台开展

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21年7月21日起对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光大保德信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的赎回业务的相关费率进行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1、适用基金：

光大保德信产业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2772）。

2、适用渠道：

本公司直销柜台。

3、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2021年7月21日至2021年8月20日，如有调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4、费率优惠内容：

在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申请赎回（包含转换转出）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赎回费率享有如下优惠：

持续持有期 原赎回费率 优惠后赎回费率

7天以内 1.5% 1.5%

7天（含7天）到30天 0.75% 0.75%

30天（含30天）到3个月 0.5% 0.375%

3个月（含3个月）到6个月 0.5% 0.25%

6个月以上（含6个月） 0 0

上述优惠后的赎回费用将100%归入基金资产， 归入基金资产的部分符合本基金基金合同等文件

的相关规定。 此次费率优惠不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风险提示：

1、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pf.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202-888咨询详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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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7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274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7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光大保德信

品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A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744 012758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文号

证监许可[2021]1520号

基金募集期间 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14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1年7月16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4,479

份额级别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

A

光大保德信品质生活混合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975,178,877.83 41,716,548.55 1,016,895,426.38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228,438.05 7,815.58 236,253.63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975,178,877.83 41,716,548.55 1,016,895,426.38

利息结转的份额 228,438.05 7,815.58 236,253.63

合计 975,407,315.88 41,724,364.13 1,017,131,680.01

其中：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

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 本

基金情况

认 购 的 基 金 份 额

（单位：份）

0 0 0

占该类基金总份额

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无 无

其中：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

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572,081.69 172,165.98 744,247.67

占该类基金总份额

比例

0.06% 0.41% 0.07%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1年7月19日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该只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

该只基金份额的数量区间为10万份至50万份（含）。截至2021年7月14日止，本基金管理人光大保德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本基金份额为0份。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2个工作日后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

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www.epf.com.cn） 或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

（4008-202-888）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