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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万
投资总额（
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资金额
（
万元）

年产７．２亿袋小儿豉翘清热颗粒项目

５４，４９９．７２

４７，０００．００

注１）
４４８，７７２，０３１．３８（

２

中药提取车间五项目

２６，１８９．１８

２１，８００．００

２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

原料六车间建设项目

２３，２４３．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

产品研发项目

４０，８５４．４８

３５，５００．００

３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

数字化经营管理平台建设项目

１３，４８２．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８，２６８．３８

１４０，５００．００

１，３８３，７７２，０３１．３８

注１： 年产７．２亿袋小儿豉翘清热颗粒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调整系
调减发行费用所致。
根据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以募集资金净额人民
币１，１５１，７７２，０３１．３８元对济川有限进行增资，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对济川医学增
资，６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对东科制药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公司对济川有限、济
川医学及东科制药的增资皆不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额全部作为资本溢价计入
资本公积，公司将继续持有济川有限、济川医学及东科制药１００％的股份。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济川有限１４，０００万元购买 “
汇利丰”２０２１年第４１３５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产品
类型

受托方名称

产品
名称

农业银行泰兴支 银行理财
行
产品
产品
期限
８４天

金额
（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
汇利丰”２０２１年第４１３５
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１４，０００

３．６０％／年或
１．５０％／年

１１５．９９万元或
４８．３３万元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收益
类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

／

否

／

（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
的投资品种。 同时，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
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
品。 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内部资金管理制度，对投资理财产品行为进
行规范和控制，严格审批投资产品准入范围，确保现金管理事宜的有效开展和
规范运行。 公司内审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公司本次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符合内部
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汇利丰”２０２１年第４１３５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１、 “
１、产品要素
产品名称

“
汇利丰”２０２１年第４１３５期对公定制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客户预期净年化
３．６０％／年或１．５０％／年
收益率
产品风险评级

低风险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

产品期限

８４天

挂钩标的

欧元／美元汇率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

本结构性存款按照存款管理，纳入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保费的缴纳范围，收益部分
与外汇期权挂钩获得浮动收益。

产品收益说明

（
不包括区间临界值），则到期
１）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始终位于参考区间内（
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３．６０％／年。 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０．００％／
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３．６０％／年。
（
包括达到区间临界值情况），
２）如在观察期内，欧元／美元汇率突破了参考区间（
则到期时预期可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１．５０％／年。 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
０．００％／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１．５０％／年。
投资人收益＝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年化收益率×结构性
存款实际天数÷３６５，精确到小数点后２位，具体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派
发为准。

欧元／美元汇率

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５点至每周五纽约时间下午５点之间， 银行间外汇市场欧元／
美元汇率的报价。
产品起息日北京时间上午１０点至产品到期前两个工作日北京时间下午２点之间。

参考区间

欧元／美元汇率 （
Ｓ－０．０７５４，Ｓ＋０．０７５４）。 其中Ｓ为产品起息日北京时间上午１０：００彭博
四舍五入取到小数点后四位）。
ＢＦＩＸ页面欧元中间价（

还本付息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日后２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结构性存款产品本金及收
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各项费用

经初步测算， 本结构性存款产品预期实现的投资年化收益率为３．６０％／年或１．５０％／年，
扣除中国农业银行收取的管理费０．００％／年后，实际支付给投资者的净收益率为３．６０％／
年或１．５０％／年。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收取客户管理费需缴纳增值税，增值税
率为６％。 上述管理费率为含税费率。
本产品无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

（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１４，０００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泰兴支行的对公定制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农业银行泰兴支行提供到期本金担保，产品收益根据
所挂钩的欧元／美元汇率表现来确定。
三）公司本次使用１４，０００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符合
（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
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
四）风险控制
（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
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
秘书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董秘办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
险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６０１２８８）属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其基本情况、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财务指标请参
见公司年报及半年报。 董事会已对受托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尽职调查，受托方
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
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０２３，３００，９０７．８０

８，６６４，６４３，２５１．４２

负债总额

２，５７７，７８８，１５４．９９

２，５６０，２１３，２０２．９８

净资产

７，４４５，５１２，７５２．８１

６，１０４，４３０，０４８．４４

货币资金

３，８５７，１７６，２１３．４５

项目

２，２８４，８１５，１８９．４８

未经审计）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

２０１９年年度

１，４２７，６１４，８７０．４８

２，１４７，６７６，１１２．１１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货币资金为３８５，７１７．６２万元，本次委托理财支付
金额为１４，０００．００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３．６３％。
截止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２５．７２％，公司不存在有大额负债的
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
交
易性金融资产”，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
投资收益”，最终以年度审计的结果为
准。
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及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通过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风险提示
上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收益凭证产品的相关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
操作风险、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政策法律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信息
传递风险、对冲干扰事件风险等常见财务管理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２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济川有限、济川医学及东科制药将不超过１２亿元的２０２０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与不超过０．７６亿元的２０１７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合计不超过１２．７６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披露的《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５８）。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
收回本金

理财产品类型

１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６，５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１２３．４１

０

２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７３

０

３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１１

０

４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７，６００

７，６００

６７．７８

０

５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２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８５．０５

０

６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２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１８３．０２

０

７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７，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５９．３６

０

８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７，４９９

７，４９９

５８．６６

９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５，０００

１０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３．８１

１１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５３．８１

１２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６，８００

１３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０，０００

１４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券商理财产品－本金保障型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１７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３，５００

３３，５００

１８

银行理财产品－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４，０００

实际收益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１．１５

计息方式

１年按３６５天计算，计息天数按实际结构性存款天数计算。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１８５天 保本保
最低
１８６天 收益型

－

－

－

－

否

（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１．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财务部会进行事前
审核与风险评估，评估理财产品受托方资质、投资品种、产品风险、风控措施等。
公司本次计划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经评估符合
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在本次购买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
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２、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３、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的具体情况
（
一）合同主要条款
１、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ＣＳＤＶ２０２１００８９９Ｈ）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机构客户）

产品类型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１．７９％－３．７６％

起息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到期日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日

收益计算方法

（
１）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
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
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
品费用（
１．７９００％］ （
如有） 后， 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
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 （
［
年率）。
３．７６００％］（
（
［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２）挂钩指标为彭博“
ＢＦＩＸ ＥＵＲＵＳＤ］”版面公布的［
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四位］。如果某日彭博ＢＦＩＸ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
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
［
欧
３）基准值为基准日北京时间１４：００彭博“
ＢＦＩＸ ＥＵＲＵＳＤ］”版面公布的［
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四位］。 如果某日彭博ＢＦＩＸ页
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
４）观察水平：基准值－０．０３４０。
（
５）基准日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
６）观察期／观察时点为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８日北京时间１４：００。
（
７）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 ＡＣＴ３６５。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科技

０

重要内容提示：
以下简称“
公司”）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度实现归
１、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９．５亿元左右。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９２．８５ ％ －＿ ３７２．８９ ％
东的净利润
盈利： －７，５００ 万元– －５，３００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４６４．７４ ％ －＿ ６１４．８９ ％
后的净利润
盈利： －７，５４３．８８ 万元– －５，３４３．８８ 万元

盈利：＿２，７４８．３２ 万元
盈利：＿１，４６５．１３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２，４３０＿万元–＿１５，２００＿万元

＿２９，３４６．７０＿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１２，１７０＿万元–＿１４，９４０＿万元

＿２９，１１２．４８＿万元

盈利：－０．４２６１ 元／股– －０．３０１１ 元／股

盈利：＿ ０．１５６２ 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注：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４号一一每股收益》的有关规定，因公司于２０２０
年７月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１．６亿股增至１．７６亿股，
２０１９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由０．１７１８元／股调整为０．１５６２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受托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证券简称： 中国银行，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８８。
上述现金管理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９年度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９６７，６５３，２１０．３７

２，２８３，０８９，２４８．８１

负债总额

８８２，２４８，５６４．０９

１，０２５，１２４，２９３．７３

资产净额

１，０７６，３５２，８６８．１５

１，２４９，０２１，２２３．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２２，１６９，４５４．４９

－２４，９６７，３３３．７８

公司不存在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公司本次使用募集
资金现金管理的金额为２０，０００万元。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及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高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
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二）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定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确认为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满足终止确认条
件的，将收到的对价与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 具体以年度审计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时，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
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投入，但不
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短期收益不能保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１

银行理财产品

２０，０００

－

－

２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０，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１８．５８

最近１２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２０，００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１５，０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３５，０００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２０２０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反复冲击，社区防控措施加强，使得方正宽带开展社区
营销较为困难，加之部分地区运营商低价策略退出力度较弱，导致方正宽带用户
持续流失， 营业收入持续下降。 初步预计２０２０年度方正宽带经营亏损约３．５７亿
元。

１２４，３００

额以最终评估审计数据为准，与目前估算数额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实际经营情况，方正宽带继续进行战略收缩。 根据方正宽带的资产状况和收缩

１２５，７９９

３、公司基于目前的经营战略和资产利用方式对２０２０年度业绩进行预测，若
期后事项导致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变更，进而导致经营策略发生变化，使得公司

资产减值准备约６亿元－７亿元。

对现有各种资产利用方式产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１２７，６００

特此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将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９、本次增持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在法定
的锁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刘思川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６４３，４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４４７％，共使用资金１，１９９．９２万元，其本次增持
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刘思川先生直接通过二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７，０９８，
９８６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４９３４％。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刘思川先生直接通过二
级市场持有公司股票７，７４２，３８６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５３８２％。
此外，刘思川先生单独或与其一致行动人通过私募基金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２２，６５０，６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５７４４％。
三、其他相关说明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１、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２、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
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重要事
项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
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同时由于公司门冬氨酸鸟氨酸注射液、注
射用胸腺法新、阿加曲班注射液、注射用替加环素等获批的新产品的市场导入
需要较长周期，且继续受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及地方辅助用药目录
等多个医药政策的不利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５０％以上。
２．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投入约达２，６５５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０％以上。
３．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金额约为４３．８８万元，其中收
到政府相关补助为２４５．９７万元，去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为１，３４６．６５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１，１００．６８万元。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面对国内宽带接入市场整体格局的变化，根据方正宽带目前宽带接入业务
计划，公司财务部门对方正宽带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初步估算，初步确定计提固定
四、风险提示
（
一）公司财务部门对方正宽带的资产状况进行了初步估算，初步确定计提

（
一）业绩预告期间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６亿元－７亿元。 最终减值金额以最终评估审计数据为准，与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
二）业绩预告情况

目前估算数额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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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期后事项导致公司决策层、管理层变更，进而导致经营策略发生变化，使得公

（
二）公司基于目前的经营战略和资产利用方式对２０２０年度业绩进行预测，

净利润约为－９．５亿元左右。

司对现有各种资产利用方式产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
五、其他说明事项

２、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９．８亿元左
右。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若上述风险提示中的不确
定事项导致公司发现披露的业绩预告数据和实际业绩差异较大等情形时，公司

（
三）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将及时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后的２０２０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３．２７亿元。

特此公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１２．６１亿元。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二）每股收益：－０．６０４５元。

董事会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证券代码：６００５２５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２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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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内，材料板块公司（
长园华盛、中锂新材、长园维安以及长园嘉
彩）因发生股权变动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长园长通自２０２０年９月不再纳

重要内容提示：
１６，０００．００万元，将实现扭亏为盈。

上年同期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以下简称“
方正宽带”）的资产状况
２、公司对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进行了初步估算，初步确定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约６亿元－７亿元。 最终减值金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

本报告期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投资产品属于保本型理财产品，本次委
托 理财经评估符合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使用要求，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行，

接入业务处于相对竞争劣势，主要依靠深度社区营销获取新用户、留存老用户。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业绩预告

项 目

（
二）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说明

任。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持续出现亏损，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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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收益计算方法

（
１）收益率按照如下公式确定：如果在观察时点，挂钩指标小于观察水平，扣除产
品费用（
如有）后，产品获得保底收益率［
年率）；如果在观察时点，挂
１．７８００％］ （
钩指标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 扣除产品费用 （
如有） 后， 产品获得最高收益率
［
年率）。
３．７７００％］（
［
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
２）挂钩指标为彭博“
ＢＦＩＸ ＥＵＲＵＳＤ］”版面公布的［
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四位］。如果某日彭博ＢＦＩＸ页面上没有相关数据，
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
［
欧
３）基准值为基准日北京时间１４：００彭博“
ＢＦＩＸ ＥＵＲＵＳＤ］”版面公布的［
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中间价，四舍五入至小数点后［
四位］。 如果某日彭博ＢＦＩＸ页
面上没有相关数据，中国银行将以公正态度和理性商业方式来确定。
（
４）观察水平：基准值＋０．０４２０。
（
５）基准日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
６）观察期／观察时点为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９日北京时间１４：００。
（
７）产品收益计算基础为 ＡＣＴ３６５。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１０

１． 预计２０２０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２，５００．００万元到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２０２１年８月３日

０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９８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到期日

国内宽带接入市场上基础运营商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市场知名度和固

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或“
科伦药业”）于２０２１年１
月１９日披露了 《
关于公司董事、 总经理计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７）。 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计划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的６个月
内，增持公司股票金额不低于人民币６００万元，不超过人民币１，２００万元。 ２０２１年
１月２８日公司收到刘思川先生的通知，其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增持主体：公司董事、总经理刘思川先生。
２、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３、增持金额：拟增持金额不少于６００万元，不超过１，２００万元。
４、增持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５、增持价格：不超过２４元／股。
６、增持计划实施期限：自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６个月内。 本次股份增持将
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７、增持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拟通过二级市场
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８、无论刘思川先生在增持计划披露后是否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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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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中国银
●现金管理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安支行（
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人民币２０，０００万元。
机构客户）。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期限：中国银行结构性存款１８５天，１８６天。
以下简称“
公司”）
●履行的审议程序：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３５，０００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
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同滚动使用，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
关于使
２０２１ 年１月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
取更多的回报。
（
二）资金来源
１、资金来源
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
２、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３３３０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５０，９６６，７００股，每股面值１元，实际发行价格人民币１８．６３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９４９，５０９，６２１．００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６６，３４０，
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８８３，１６９，１８０．７２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４４０．２８元（
（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出具了天健验〔
验资报告》对
２０２０〕６２２号《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
储。
（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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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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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支行（
“
农业银行泰兴支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１４，０００万元的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
募集资金
汇利丰”２０２１年第４１３５期对公定制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８４天（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
● 履行的审议程序：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川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济川有限”）、济川（
上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济
川医学”）及陕西东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东科制药”）将不超过１２亿
元的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与不超过０．７６亿元的２０１７年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１２．７６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披露的《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５８））。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
一）委托理财目的
鉴于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预计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公
司仍有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为充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
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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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
人民币１４，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金融机构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
二）资金来源
１、资金来源：１４，０００万元的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
２、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关于核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１４４２号）核准，公司以１９．１６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
行了人民币普通股７３，３２９，８５３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４０４，９９９，９８３．４８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１９，３５９，９９９．８０元（
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１，３８５，６３９，９８３．６８
元已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汇入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账户。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１，４０４，９９９，９８３．４８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２１，２２７，９５２．１０
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３８３，７７２，０３１．３８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
账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信会师报字［
２０２０］第ＺＡ１５７１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
根据《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证券简称：华旺科技

２． 预计２０２０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 润 ９，
４００．００万元到１２，７００．００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业绩预告期间

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
一）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主营业务智能电网设备板块及智能工厂装备板块均实现营业收
入增长以及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上年同期公司持有中锂新材股权比例由９０％
下降至３０％，产生投资损失５．６３亿元，本报告期无此项；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４．０９亿元，本报告期无重大商誉减值。
（
二）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智能电网设备板块及智能工厂装备板块营业收入增长以

（
二）业绩预告情况

及财务费用同比下降；上年同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４．０９亿元，本报告期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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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誉减值。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实现扭亏为盈，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政府补助和出售子公司的投资收益。

１２，５００．００万元到１６，０００．００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加１００，１５０．８７万元到

四、风险提示

１０３，６５０．８７万元。
２．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９，４００．００万元到１２，
７００．００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６７，４９３．５３万元到７０，７９３．５３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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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６５０．８７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５８，０９３．５３万元。
（
二）每股收益：－０．６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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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