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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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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应出席董事７
名，实际出席董事７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董事长封有顺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审议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状况及２０２０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２０２０年
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资产减值测试后，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无形资
产、固定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２０２０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２９４，１２４，５８４．９６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核
查，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上述事项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
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的《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二、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１．《
独立董事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２．《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合理性的说明》。
３．《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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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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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以电话、电子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应出席会议监事３名，实际
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
出席会议监事３名。 由监事孙莉莉主持。
经出席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符合《
后，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二、备查文件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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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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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２０２０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
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状况及２０２０年度经营成果，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２０２０
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资产减值测试后，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无形
资产、固定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２０２０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２９４，１２４，５８４．９６
元，计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损益，将减少公司２０２０年净利润２５７，９１０，３２０．５８元。具体如
下：
资产名称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元）

存货

２７８，５５６，９１２．５４

无形资产

１３，９２０，８３４．７４

固定资产

１，６４６，８３７．６８

合计

２９４，１２４，５８４．９６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
一）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存货：
１、本公司存货分类为：库存商品、原材料、包装物、在产品、自制半成品、消耗
性生物资产等。
２、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公司存货发出时按照加权平均法计价。
３、不同类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
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
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
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
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
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 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
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本期期末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及全球经济环境的影响，国内外各行业均
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打击，同时国家“
青山绿水”政策（
山地退耕还林）及“
保证粮食
安全”政策的加紧落实影响，导致大批量２－４年人参采收，使得 ２－４年人参供给量
持续增加，致使５年及５年以下人参价格逐步下降。 受市场影响，公司部分５年及以
下人参干品预计减值２６２，５６９，２６３．６０元；
公司自进入基因测序仪行业以来，致力于发展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仪，近年
来受国际形势局限， 公司于美国中科紫鑫自主研发的相关核心硬件及技术暂时
无法转化应用到国内以公司子公司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北京中科”）为核心的基因测序仪项目中，同时近年来受国内金融政策影响，公
司经营性资金紧缺，北京中科基因测序仪项目目前处于暂时中止状态，公司基于
谨慎性原则，拟计提北京中科原材料减值３，９９１，７４１．７２元，库存商品减值１１，９６９，
０８７．２２元，周转材料减值２６，８２０．００元。
上述存货相关拟计提资产减值合计２７８，５５６，９１２．５４元
（
二）无形资产／固定资产计提情况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以下简称“
农业银行”）协商一致，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公司（
简称＂本公司＂）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农业
银行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定投费率优惠内容
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邮核心优选

５９０００１

中邮核心成长

５９０００２

中邮核心优势

５９０００３

中邮核心主题

５９０００５

中邮中小盘

５９０００６

中邮中证５００Ａ

５９０００７

中邮战略新兴

５９０００８

中邮稳定收益债Ａ／Ｃ

５９０００９／５９００１０

中邮核心竞争力

０００５４５

农业银行

中邮货币Ａ

０００５７６

中邮多策略

０００７０６

中邮科技创新

０００９６６

中邮新思路

００１２２４

中邮趋势精选

００１２２５

中邮信息产业

００１２２７

中邮创新优势

００１２７５

中邮风格轮动

００１４７９

中邮低碳经济

定投原则

定投费率折扣

３００元

５折

００１９８３

中邮未来新蓝筹
中邮医药健康

００３２８４

中邮消费升级

００３５１３

中邮军民融合

００４１３９

中邮中证价值Ａ／Ｃ

００６２５５／００６２５６

中邮研究精选

００７７７７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费率优惠期限：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活动期内，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网银、掌上银行进行的基金定投
含智能定投）申购交易，任一基金的首次定投扣款按原申购费率执行，首次定
（
投扣款成功后，从第二次申购起享受申购费率５折优惠。 若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之前已
发生过一次定投成功扣款且该基金定投合约在有效期内，则活动期内享受申购
费率５折优惠。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二、重要提示
１、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定投产品申购交易。 活动结束后，相关申购费
率折扣恢复至正常，即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投资者新签约的任一基金定投（
含智能
含智能定投）后续申购均不再享有本公告
定投）申购、已签约的任一基金定投（
所述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基金产品前端收费模式的定投业
务手续费，既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定投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
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它业务的手续费。
２、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它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
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３、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农业银行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农业银行的有关公告。
４、本公告解释权归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ｐｏｓｔ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０－１６１８
０１０－５８５１１６１８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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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
业务公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００２６２０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富进纯债
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进一年期定开债发起式

基金代码

００８６５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秋实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申

２．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李秋实

任职日期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８．５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８．５年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１２－至今 博时基金／历任固定收益研究助理、 研究员、 高级研究
员、高级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博时富安纯债３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乾纯债３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民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华
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广利纯债３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
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富进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洋
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００４３３４

博时广利纯债３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００４４５８

博时华盈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００３７０８

博时民丰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００２３５４

博时裕腾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
否
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博时富乾纯债３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

００５６２２

博时富安纯债３
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

００４４７９

博时富和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

００２１７５

博时裕乾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

基金名称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聚丰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规、《
《
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２０２０年度的第１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聚丰混合Ａ

广发聚丰混合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０５

０１００２５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１．５９４９
净值（
单位：元）

王申

离任原因

岗位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固定收益总部研究组负责人、研
究组总监兼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乐臻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博时平衡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天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
富灿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博时恒裕６个月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富盛纯债一年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恒
进６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博
时恒旭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２０４．７１
３．９８３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为基金净收益的１００％。 在符合
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除息日

场外）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
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
份额将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
式。
不含２０２１年２月２
３、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９５１０５８２８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
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４、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Ｔ＋２日（
日为Ｔ日）后（
含Ｔ＋２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
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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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
查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
话：９５１０５８２８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６日开始
募集，原定募集截止日为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根据《
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广发盛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
募说明书》和《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将本基金募集截止日期提前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即自２０２１年１
月３０日起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本基金募集规模上限为８０亿元（
不含募集期间利息，下同）。 若募集期内有
效认购申请金额全部确认后不超过８０亿元，基金管理人将对所有的有效认购申
请全部予以确认。 若募集期内有效认购申请金额全部确认后超过８０亿元，基金
末日比例确认”的原则给予部分
管理人对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的有效认购申请采用“
确认，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 比例确认的结
果由本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协商一致，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决定旗下部分基金参加农业银行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
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
１、费率优惠期限
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２１年３月３１日。
２、参与活动基金
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类（
基金代码：７１０３０１）
２、费率优惠内容
活动期内，投资者通过农业银行个人网银、掌上银行进行的基金定投（
含智
能定投）申购交易，上述基金的首次定投扣款按原申购费率执行，首次定投扣款
成功后，从第二次申购起享受申购费率５折优惠。 若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之前已发生过
一次定投成功扣款且该基金定投合约在有效期内， 则活动期内享受申购费率５
折优惠。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
更新）、产品资
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农业银行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
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二、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基金销售机构处于正常申购期适用前
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品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业务等其他业
务的手续费。 活动结束后，相关申购费率折扣恢复至正常，即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起，
含智能定投）申购、已签约的任一基金定投（
含
投资者新签约的任一基金定投（
智能定投）后续申购均不再享有本公告所述申购费率优惠折扣。

２、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基金销售机构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
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基金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投资
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招募
说明书（
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客服电话：９５５９９
２、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ｗｗｗ．ｆａｄ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客服电话：４００－６３０－６９９９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
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
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由于基金定投本身是一种基金投资方式，因此不能
避免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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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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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招募说明书（
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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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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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一）业绩预告期间：２０２０年０１月０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披露了 《
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司在《
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中对公司２０２０ 年１－１２月的业绩预计为：预计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 －３５，０００万元至－３０，０００万元。
三）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修正后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
他
本报告期

项目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亏损：３５，０００万元至３０，０００万元

亏损：６９，０００万元至５９，０００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５９７．９４％至
５２６．８０％

比上年同期下降：１０８１．６５％至
９３９．３８％

亏损：３６，６００万元至３１，６００万元

亏损：７０，６００万元至６０，６００万元

比上年同期亏损幅度增长：
９５４．７６％ －８１０．６６％

比上年同期亏损幅度增长：
１９３４．５８％－ １６４６．４０％

营业收入

２７，０００万元–３５，０００万元

２７，０００万元–３５，０００万元

８５，９２８．９２万
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２７，０００万元–３５，０００万元

２７，０００万元–３５，０００万元

８５，９２８．９２ 万
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０．２７元／股–０．２３元／股

亏损：０．５４元／股–０．４６元／股

盈利：０．０５元／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７，
０２８．９９万元
亏损：３，
４７０．００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
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８日披露的《
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２０２０年１－
１２月净利润变动区间为：－３５，０００万元至－３０，０００万元。 本次修正后，预计同口径
下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修正为：－６９，０００万元至－５９，０００万元。
修正的主要原因为：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
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２０年修订）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为更加真
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财务状况及２０２０年度经营成果， 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对２０２０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资产减值测试后， 对存在
减值迹象的存货、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２０２０年度拟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２９４，１２４，５８４．９６元。 计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损益，将减少公司２０２０年度
净利润２５７，９１０，３２０．５８元。
受上述主要因素的影响，与前次业绩预测相比，利润有所减少，因此本次业
绩预告修正数据与前次业绩预测数据存在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本次业绩预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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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同
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当发生部分确认时，投资者认购费率按照认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计算，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
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址：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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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的《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聚富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２７０００１

基金前端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０１

基金后端交易代码

２７００１１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
《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聚
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基准日基金份
额净值 （
单位： １．３００４
元）

基准日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
单 １８６，９０５，５６１．５４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位：元）
截止基准日按
照基金合同约
定 的 分 红 比 例 １８６，９０５，５６１．５４
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
单位：元）
本次分红方案（
单位：元／１０份基金份额）

１．５９１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２０２０年度的第１次分红

注：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基金收益分配比例为基金净收益的１００％。 在符合
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收益每年至少分配一次。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除息日

场外）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的全
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
份额将以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
准确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４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
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不含２０２１年２月２
３、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本公司客户服
务中心：９５１０５８２８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希望修
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
４、建议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分红方式后，在Ｔ＋２日（
日为Ｔ日）后（
含Ｔ＋２日）向销售网点或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
风险提示：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
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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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人注
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有关分红的情况，可到办理业务的当地销售网点查
询，也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或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关于汇添富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１公告基本信息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农业银行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１８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１，１８４，３２３．１８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元／１０份基金份
３．９９０
额）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３． 独立董事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１．５９３７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３，２８９，７５２，４１９．４３
分配利润（
单位：元）
金的相关指标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１，７７６，０７５，５８３．３８
分配金额（
单位：元）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是
业协会注册／登记

离任日期

００５６３１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长期资产减值：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
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
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
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
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
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
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时， 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
分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 如与商誉相
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 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
的减值损失。 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
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
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
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公司自进入基因测序仪行业以来，致力于发展自主研发的基因测序仪，近年
来受国际形势局限， 公司于美国中科紫鑫自主研发的相关核心硬件及技术暂时
无法转化应用到国内以公司子公司北京中科紫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北京中科”）为核心的基因测序仪项目中，同时近年来受国内金融政策影响，公
司经营性资金紧缺，北京中科基因测序仪项目目前处于暂时中止状态，公司基于
谨慎性原则， 拟计提北京中科无形资产基因测序仪类专利权减值１３，９２０，８３４．７４
元；拟计提北京中科固定资产基因测序仪专用设备减值１，６４６，８３７．６８元。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
有合理性。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２９４，１２４，５８４．９６元， 计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损
益，将减少公司２０２０年净利润２５７，９１０，３２０．５８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未
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合理性的说明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３１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我们同意将《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
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
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
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 决策程序规范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
法，符合《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四、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基金名称

汇添富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００２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
汇添
富优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的有关规
定。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Ａ

汇添富优选回报混合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４７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１８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通转换业务

是

是

２ 日常转换业务
２．１ 转换费率
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
的标准收取费用。 上述基金调整后的转换费用如下：
（
一）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或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查询。 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
基金的赎回费总额的归入转出基金的基金财产的比例参照赎回费率的规定。
（
二）申购补差费用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
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１）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
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率÷（
１＋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２．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
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
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本基金的单笔转
换份额不得低于１份。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转换后基
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本基金份额不足１份的， 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
余份额自动赎回。
３办理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
３．１直销机构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和线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的转
换业务。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
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
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的本基金《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咨询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
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
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