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0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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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9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12名

董事发出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1月26日召开。

3.本次董事会应参加表决董事12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名。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及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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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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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9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3名监

事发出了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八届八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2.会议于2021年1月26日召开。

3.本次监事会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4.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表决票及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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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

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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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6日召开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释义

远兴能源、公司 指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源化学 指 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博大实地 指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海晶碱业 指 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化工 指 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博源国贸 指 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考虑到公司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预计2021年公司

拟全额为以下公司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79,680万元，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

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

保

远兴能源、博

源国贸

中源化学 68.55% 54.14% 167,355.00 0 16.40% 否

远兴能源 博大实地 70% 43.67% 68,000.00 0 6.66% 否

远兴能源 海晶碱业

间接持股

68.55%

56.94% 3,000.00 0 0.29% 否

远兴能源 新型化工

间接持股

51.39%

49.28% 3,000.00 0 0.29% 否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79,680万元，全部为续贷担保，本次续贷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61%。

具体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贷款银行 担保额度

远兴能源

博大实地

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15,000.00

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28,000.00

中源化学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柏县支行 11,430.00

远兴能源、博源国

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4,000.00

远兴能源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25,0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2,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0,000.00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17,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5,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8,250.00

海晶碱业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000.00

新型化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 3,000.00

担保金额合计 - 179,680.00

公司为博大实地上述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同时博大实地以部分机器设备或土地房产作抵押担保，具体以双方签订

的保证合同为准。

公司为中源化学及其子公司上述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同时中源化学及其子公司以部分机器设备或土地房产等作抵

押担保，具体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公司拟以座落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91号的博源大厦3楼、4楼、10楼、11楼、12楼、14楼房产及装修工程

抵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为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在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博源国贸拟以其在内蒙古呼和浩特房产（位置坐落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万通路伊泰华府世家20号楼办公楼）为中

源化学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4.注册资本：117,400万元

5.成立日期：1998年08月06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

日用小苏打、固体饮料、食品、保健食品、消毒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洗涤产品及其它日用品的生产、销售；天然

碱采卤生产装置及其配套工程总承包及工程管理业务；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

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以上涉及审批或许可的，凭有效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生产经营）。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中源化学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28,744.98 1,127,400.02

负债总额 680,460.40 610,403.32

净资产 548,284.58 516,996.70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份（未审计）

营业收入 394,663.87 284,056.05

利润总额 110,398.78 22,794.53

净利润 88,416.09 16,210.31

（二）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刘忠义

4.注册资本：177,7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6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硫磺、液氨、液氧、液氮的生产和销售；二氧化碳[压缩的]的生产和销售；（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2020年12月25日）一般经营项目：化肥的生产和销售；化肥的进出口；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有机肥料、生物

有机肥、有机-无机混合肥料、水稻苗床调理剂、土壤调理剂的生产和销售；煤炭的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大实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博大实地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80,830.35 440,148.32

负债总额 244,568.17 192,216.29

净资产 236,262.18 247,932.03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份（未审计）

营业收入 183,285.46 112,623.75

利润总额 31,875.16 13,215.47

净利润 27,554.09 11,366.26

（三）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桐柏县产业集聚区

3.法定代表人：朱宏昌

4.注册资本：21,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3年4月30日

6.经营范围：碱类化工产品的开采、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海晶碱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全资子公司。

8.股东持股情况：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海晶碱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75,580.04 69,217.48

负债总额 46,850.41 39,414.43

净资产 28,729.63 29,803.05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42,147.95 23,976.67

利润总额 11,164.72 2,443.20

净利润 8,207.34 1,900.84

（四）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产业集聚区（城关镇盘古大道东侧乙八街南侧）

3.法定代表人：李永忠

4.注册资本：12,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5年7月14日

6.经营范围：利用纯碱废液、废气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日用小苏打洗涤品，饲料添加剂碳酸氢钠、工业

碳酸氢钠；化妆品销售（上述项目涉及许可项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7.与公司关联关系：新型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的控股子公司。

8.股权结构：

9.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新型化工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0.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85,461.18 96,603.29

负债总额 43,115.05 47,644.95

净资产 42,346.13 48,958.34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60,748.05 36,455.25

利润总额 23,592.10 8,342.19

净利润 17,683.28 6,612.2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博大实地在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中国进出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贷款担保期限分别为三年、两年，其余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日期以各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79,680万元。

五、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2.中源化学及其子公司海晶碱业和新型化工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加工企业，其生产的纯碱、小苏打产品具有绿色

环保、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经济效益良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3.博大实地是公司控股的煤制尿素主要生产企业，博大实地年产50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属于煤化一体化的坑

口尿素项目，具有一定的成本竞争优势，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4.就上述担保事宜，公司分别与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

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03,749.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77%；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

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分别

与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八届八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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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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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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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000万元–7,500万元 盈利：67,34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8.86%-91.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8,000万元–9,500万元 盈利：66,11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5.63%-87.9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元/股–0.03元/股 盈利：0.1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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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季度净利润指标波动较大。上半年公司纯碱、尿素、甲醇板块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滑、产

品库存增加，盈利能力明显下降；第三季度当季度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回升，实现当季度盈利；第四季度公司煤炭板

块产能逐步释放，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上述因素导致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

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

审议的议案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的独立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补充其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

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公司分别

与中源化学、博大实地、海晶碱业及新型化工签署了《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贷款担保事项。

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隋景祥、韩俊琴、张世潮、董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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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长城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招商银行等多家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

商银行” ）等多家公司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1年2月1日起，新增招商银行等多家公司销售景顺长城

成长龙头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基金代码：A类：011058；C类：

011059）。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新增销售机构信息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

大厦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

联系人：季平伟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88号

联系人：王菁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13号

法定代表人：杨明生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郑杨

联系人：高天、于慧

电话：（021）61618888

传真：（021）63604199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154号中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联系人：陈丹

电话：(0591)87844211

客户服务电话：95561

网址：www.cib.com.cn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光大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光大中心

法定代表人：李晓鹏

客户服务电话：95595（全国）

网址：www.cebbank.com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号

法定代表人：洪崎

联系人：穆婷

联系电话：010-58560666

传真：010-57092611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楼中信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庆萍

电话：010-89937643

传真：010-�85230127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5047号深圳发展银行大

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张莉

电话：021-38637673

传真：021-50979507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网址：www.bank.pingan.com

1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路288号

法定代表人：林复

联系人：李冰洁

电话：025-86775317

传真：025-86775376

客户服务电话： 95302

网址：www.njcb.com.cn

1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16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金煜

客户服务电话：95594

网址：http://www.bosc.cn/

1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 南京市中华路26号

法定代表人： 夏平

联系人：张洪玮

电话：025-58587036

传真：025-58587820

客户服务电话：95319

网址：www.jsbchina.cn

13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1777号

法定代表人：魏礼亚

联系人：葛晓亮

电话：0512-63969209

传真：0512-63969209

客户服务电话：96068

网址：www.szrcb.com

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

厦16-17层

法定代表人：曹宏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

厦14、16、17层

联系人：梁浩

联系电话：0755-83530715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

网址：www.cgws.com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许梦园

电话：（010）85156398

传真：（010）65182261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1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989号45层

法定代表人：杨玉成

联系人：陈宇

电话：021-33389888

传真：021-33388224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17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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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琦

联系人：王怀春

传真：0991-2310927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人：李笑鸣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23219100

客服电话：95553

网址：www.htsec.com

19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

31楼

法定代表人：宁敏

联系人：冯海悦

电话：010-66229141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

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李颖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952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

联系人：庞晓芸

电话：0755-82492193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2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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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21层及第04层01、02、03、05、11、

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联系人：刘毅

联系电话：0755-82023442

传真：0755-82026539

客服电话：400�600�8008

网址：www.china-invs.cn

2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8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新华

联系人：奚博宇

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文忠（代）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318号2号楼21层-23层、25层-29

层

联系人：龚玉君

电话：021-63325888

传真：021-63326729

客户服务热线：95503

公司网站：http://www.dfzq.com.cn

2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213号7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四川中路213号7楼

法定代表人：李俊杰

联系人：邵珍珍

电话：021-53686888

传真：021-53686100-7008，021-53686200-7008

客户服务热线：4008918918

2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办公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法定代表人：李刚

联系人：黄芳

电话：029-63387256

传真：029-81887256

客户服务电话：400-860-8866或95325

网址： www.kysec.cn

2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1号高德置地广场

F座18、19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13号高德置地广场

E座12层

法定代表人：罗钦城

联系人：甘蕾

电话：020-38286026

传真：020-38286930

客户服务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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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8层

法定代表人：张海文

联系人：孙燕波

电话：010-85556048

传真：010-85556088

客户服务电话：95390

网址：http://www.hrsec.com.cn/

2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夏锐

电话：010-66559079

传真：010-66555279

客户服务电话：95309

网址：www.dxzq.net

30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法定代表人：吴强

联系人：洪泓

电话：0571-88911818-8659

传真：0571-86800423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31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

10层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联系人：李硕

电话：010-85932851

传真：010-85932880

客户服务电话：400-819-9868

网址：www.tdyhfund.com

32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中关村软件园二期（西

扩）N-1、N-2地块新浪总部科研楼5层51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3号楼为明

大厦C座

法定代表人：赵芯蕊

联系人： 赵芯蕊

电话：010-62675768

传真：010-62676582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www.xincai.com

33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航天科技广场A座17楼

1704室

法定代表人：TEO�WEE�HOWE

联系人：叶健

电话：0755-89460500

传真：0755-21674453

客户服务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34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17层

19C1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2号楼（西环广

场B座）19层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funds.com

35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33号11楼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3号8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联系人：姜吉灵

电话：021-5132�7185

传真：021-5071�0161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203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序号 销售机构全称 销售机构信息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www.cmbchina.com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公司网站：www.bankcomm.com

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3

网址：www.cgbchina.com.cn

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28

公司网站：www.spdb.com.cn

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1

网址：www.cib.com.cn

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5（全国）

网址：www.cebbank.com

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网址：www.bank.ecitic.com

9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11－3

网址：www.bank.pingan.com

1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302

网址：www.njcb.com.cn

1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4

网址：http://www.bosc.cn/

1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9

网址：www.jsbchina.cn

13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6068

网址：www.szrcb.com

1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666888

网址：www.cgws.com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1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23或4008895523

网址：www.swhysc.com

17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18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3

网址：www.htsec.com

19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bocichina.com

2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www.htsc.com.cn

22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00�8008

网址：www.china-invs.cn

23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9或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03

公司网站：http://www.dfzq.com.cn

2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918918

26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60-8866或95325

网址： www.kysec.cn

27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22

网址：www.wlzq.cn

28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90

网址：http://www.hrsec.com.cn/

2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09

网址：www.dxzq.net

30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31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19-9868

网址：www.tdyhfund.com

32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10-62675369

网址：www.xincai.com

33 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84-0500

网址：www.ifastps.com.cn

34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19-9059

公司网址：www.hcfunds.com

35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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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万

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签订的销

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2月18日起新增国信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万家内

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代码：010694）的销售业务。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

月5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在国信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的开户及认

购业务，待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投等其他业务，具体费率以国信证券公告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

信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6

网址：www.guosen.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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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

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新增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万

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签订的销

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2月18日起新增国元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万家内

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代码：010694）的销售业务。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

月5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在国元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的开户及认

购业务，待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投等其他业务，具体费率以国元证券公告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国

元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78

网址：www.gyzq.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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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

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新增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万

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签订的销

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2月18日起新增华龙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万家内

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代码：010694）的销售业务。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

月5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在华龙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的开户及认

购业务，待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投等其他业务，具体费率以华龙证券公告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

龙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68

网址：www.hlzq.com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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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

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新增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万

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 ）签订的销

售协议，本公司自2021年2月18日起新增华西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万家内

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基金代码：010694）的销售业务。 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自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

月5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投资者可在华西证券办理万家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的开户及认

购业务，待基金成立后也可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投等其他业务，具体费率以华西证券公告为准，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华

西证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4

网址：www.hx168.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800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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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

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

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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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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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指导和基础性文件，具体合作方式另行商议和约定。本

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2021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红

墙” ）于2021年1月25日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入园协议书》，公司拟在陕西省渭南市渭北煤化工业

园区投资建设外加剂研发中心及年产15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项目，项目总投资2.2亿元。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

二、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名称：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3、与公司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陕西红墙新材料有限公司

1、项目基本情况

（1）乙方投资建设项目：新建外加剂研发中心及年产15万吨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项目。

（2）项目总投资2.2亿元。

2、项目用地

项目地址位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占地约45亩，项目用地依法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受让。

3、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确保乙方享受项目建设及建成后的相关扶持优惠政策，无论人员调整、城市规划变更等因素，都保证政策

的连续性。

（2）甲方协助乙方，确保完成乙方企业用地“招、拍、挂” 出让程序并协助办理好建设用地批准书。

（3）甲方承诺为乙方项目建设做好协调工作。

（4）甲方应协助协调处理乙方项目建设过程中及企业后期生产过程中所涉民事纠纷。

（5）乙方提供有关资料后，甲方协助乙方在省、市、县办理各项登记、注册、立项、海关、税务、环评、安评、消防、稳

评、土地等手续。

4、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须在取得环评手续后一个月内开工建设，在12个月内完成一期工程建设并投产。

（2）乙方保证每亩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达300万元以上。 审计后低于此标准，甲方有进一步追索权。

（3）企业自签订入园协议之日起，三年内完成全部工程建设。

（4）企业开始建设至建成投产期间，第一年投入不低于10000万元人民币，第二年投入不低于7000万元人民币，第

三年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

（5）达产达效后，企业年税收不低于560万元人民币，保证亩均产值不低于250万元人民币。

（6）除发生自然的不可抗力外，乙方出现以下情况甲方有关部门有权无偿收回项目土地使用权。

（6.1）不能按时支付土地出让费，经甲方催告后仍不支付达15日；

（6.2）在项目土地上超过两年不进行投资建设。

5、违约责任

（1）若乙方未能履行本协议中规定的义务或因单方面原因撤资，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收回土地使

用权、停止企业后期项目资金申请及协议其它条款的承诺，乙方前期缴纳的投资保证金不予以退还。

（2）若甲方未能协助乙方完成土地招、拍、挂流程并使乙方取得土地证的视为违约，应在10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支

付全部的费用，未能为乙方提供相应服务，应对乙方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给予合理的补偿。

6、协议的修改、变更与解除

（1）对本协议的修改，必须经双方签署书面协议，才能生效。

（2）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协议无法履行，可以解除协议。

（3）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动或调整导致该协议无法在原来的基础上履行时，双方可协商变更或解除。

（4）由于项目环评未得到相关部门批准的，本协议自动解除。

四、对公司的影响

渭北煤化工业园区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东与山西、河南毗邻，西与西安、咸阳相接，南依秦岭与商洛为界，北靠黄龙

山、乔山与延安、铜川接壤；是陕西省政府规划建设的关中三大化工发展基地之一、陕西省第一批重点化工园、《关中-

天水经济发展规划》煤化工产业发展重点园区。

公司本次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书》，将有效提高公司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产能，提高生

产效率，强化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深化公司全国市场布局的进程，有利于扩大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份

额。

本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对甲方形成依赖。 本项目的实施建设需要一定

周期，对公司2021年度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1、项目用地购置尚需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招、拍、挂” 出让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本项目涉及立项、环保、规划、施工许可、环评、安评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3、投资协议中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投资强度等数值均为预估数。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以上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与渭北煤化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入园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红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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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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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80,115.84万元至92,

133.2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约40,057.92万元至52,075.30万元， 同比增长预计为100.00%-130.

00%。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56,615.11万元至

66,050.9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25,162.27万元至34,598.12万元，同比增长预计为80.00%-11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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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80,115.84万元至92,

133.2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约40,057.92万元至52,075.30万元， 同比增长预计为100.00%-130.

00%。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56,615.11万元

至66,050.9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25,162.27万元至34,598.12万元，同比增长预计为80.00%-110.

0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0,057.9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31,452.8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2020年度，公司为更多的企业及个人用户提供了优质的云协作、云办公应用服务。 报告期内，机构授

权业务实现了高速增长；随着企业级云化需求逐渐显现，机构订阅业务体量增加；在疫情刺激下，移动办公

及云协作办公深入改变用户使用习惯，进而带动个人订阅业务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推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2、年内受疫情影响，公司线下市场推广活动、差旅活动及人员招聘活动受限，同时公司持续提高开支的

使用效率，导致相关费用及成本被节省或消耗放缓。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2020年业绩的影响额约为23,500.73万元至26,082.26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加（注：2019年度非经常性损益为8,605.08万元）。 主要包括闲置资金理财收益和并购数科产生投资收

益。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

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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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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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50.00万元到3,900.00万元， 同比增加

194.32%到242.64%。

●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0.00万元到2,

650.00万元，同比增加174.34%到2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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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50.00万元到3,

9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211.77万元到2,761.77万元，同比增加194.32%到242.64%。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100.00万元到2,65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1,334.52万元到1,884.52万元，同比增加174.34%到246.19%。

3、 公司实施了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并于2020年11月16日向激励对象授予311万股限制性股

票。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 的规定测算， 预计2020年度因股份支付需确认的费用约为

223.60万元。

上述涉及的相关数据已扣除股份支付费用。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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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8.2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765.4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0年度，公司克服疫情影响，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及高端产品投放力度，丰富产品结构，加速优质客户

导入，实现盈利能力提升。

受益于多年来半导体光刻工艺技术沉淀，公司紧抓5G建设、TWS、物联网等新兴应用下的电子元器件

需求和国产替代机遇，自主研发的半导体光刻工艺系列产品产业化，占营收的比重进一步增加，小尺寸、高

基频、温补型晶振产能产量提升，产品价格上涨，综合毛利率优化提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预计2020年度非经营性损益同比增加，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增加、转让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泰卓电

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所致。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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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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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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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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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0,000万元–45,000万元

盈利：15,471.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8.54%-190.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986元/股–0.5609元/股 盈利：0.192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原料药业务持续增长，制剂、核药业务前期受疫情影响，后期逐步恢复，预计2020年公司经营业绩保持

增长，同时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增长幅度较大。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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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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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1月27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编号：2021-0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

补充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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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0,000万元–45,000万元

盈利：15,471.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8.54%-190.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37,450万元–42,450万元

盈利：19,314.1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3.90%-119.7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986元/股–0.5609元/股 盈利：0.192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

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原料药业务持续增长，制剂、核药业务前期受疫情影响，后期逐步恢复，预计2020年公司经营业绩保持

增长，同时上年同期基数较低，增长幅度较大。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