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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楹联基金投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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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2020年 1月 20日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 、“公司” ）与上海

健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健同” 、“原管理人” ）、厦门楹联健康产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楹联投资管理” 、“新管理人”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瑞医药）、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投资” ）、厦门市翔安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安投资” ）、苏州国发苏创养老服务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 “国发苏创” ）、 上海紫瞻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紫瞻投

资” ）、应振洲、陈光明、王帝钧签订《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

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共同投资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楹联基金” 、“合伙企业” ），楹联基金募集规模为 70,810 万元人民币，其中云南白药

认缴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成为楹联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楹联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 具体详见公司发布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厦门楹联

健康产业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

楹联基金经营状况说明：截至目前，楹联基金实缴金额为 21,243万元，不存在任何负债及

对外担保，已完成多个项目的投资，投资标的均属于健康产业及与健康产业相关的拥有新产

品和新技术的科技型企业。

二、关于对楹联基金增资、变更管理人和合伙人的情况

（一）近日，由于楹联基金未来发展需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通过，同意扩大楹联基金出

资额并增加合伙人，新增合伙人与原合伙人签署有限合伙协议，具体信息如下：

为保证楹联基金规模及优化合伙人结构，通过引进新合伙人增加出资以及普通合伙人追

加出资的方式，对楹联基金合计追加 16,160 万元投资，其中普通合伙人楹联投资管理追加出

资 80万元； 新引进厦门楹联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楹联产业管

理” ）作为楹联基金普通合伙人受让上海健同持有的全部财产份额（355 万元），并追加出资

80 万元；新引进苏州楹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楹佳企业管理” ）作为

楹联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11,000万元；新引进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投资” ）作为楹联基金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 5,000万元。

（二）原认缴出资 355万元的 普通合伙人上海健同退伙，上海健同退伙已经原各方合伙

人协商一致认可且同意，并已签订退伙协议。 上海健同已按合伙协议的规定，将其持有的全部

财产份额转让给楹联产业管理。

（三） 楹联基金的原管理人由上海健同变更为楹联投资管理，管理人变更已经顾问委员

会同意，且 7位顾问委员已签订《厦门楹联基金第一次顾问委员会会议决议》。

（四）各合伙人已就上述事项与其他合伙人重新签订了《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五）本次变更后，楹联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由 70,810万元增加至 86，970万元。

三、新增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

名称：厦门楹联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3P0J45T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罗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0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 808号 201-6单元

经营范围：企业总部管理；其他未列明企业管理服务（不含须经审批许可的项目）；企业

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其他未列明的专业咨询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未

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财务情况：楹联产业管理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楹联投资管理的财务情况为，未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楹联投资管理总资产为 16,399,423.73元，净资产为 6,903,300.7元，营业收

入为 4,653,465.3元，净利润为 -2,896,808.9元。

楹联产业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

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二）有限合伙人

1、苏州楹佳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8MA252FB90D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楹联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认缴出资：11,0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21年 1月 19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姑苏区西环路 1788号中广核苏州科技大厦 B座 1101-1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姑苏古城保护与发展基金合伙企业、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发展集团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厦门楹联健康产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财务情况：执行事务合伙人楹联产业管理成立未满一年。 楹联产业管理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楹联投资管理的财务情况为，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楹联投资管理总资产为

16,399,423.73 元，净资产为 6,903,300.7 元，营业收入为 4,653,465.3 元，净利润为 -2,896,808.9

元。

楹佳企业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

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2、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3401XX

法定代表人：秦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94年 9月 26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邮路 19号

经营范围：对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企业技术改造、高科技、金融服务、农业、房地产及

其它产业发展项目的投资业务，咨询代理，代购代销业务，信息研究和人才培训业务（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

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情况：联和投资的财务情况为，未经审计，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联和投资总资产

为 52,302,844,601.22 元，净资产为 43,271,545,997.5 元，营业收入为 1,271,703,206.18 元，净利

润为 1,142,902,865.15元。

联和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与第三方不存在影

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四、新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50200MA31TB9412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 808号 201-8单元

成立时间：2018年 6月 14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厦门楹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99%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罗鶄女士。

主要管理人员：罗鶄

主要投资领域：生物医药行业

管理模式：参股并受托管理

基金管理人登记情况： 基金管理人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

人，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71203

财务情况：未经审计，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楹联投资管理总资产为 16,399,423.73 元，

净资产为 6,903,300.7元，营业收入为 4,653,465.3元，净利润为 -2,896,808.9元。

关联关系：楹联投资管理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与第

三方不存在影响公司利益的安排。

五、本次增资及变更合伙人前后合伙企业的出资情况

合伙人 名称 /姓名

变更合伙人前 变更合伙人后

承担责任

方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普通合伙人

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新管理人）

355 0.50% 货币 435 0.5% 货币 无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

上海健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原管理人）

355 0.50% 货币 - - - 无限责任

普通合伙人

厦门楹联健康产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 - 435 0.5% 货币 无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000 28.24% 货币 20,000 23%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 14.12% 货币 10,000 11.5%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11,900 16.81% 货币 11,900 13.68%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9,100 12.85% 货币 9,100 10.46%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苏州国发苏创养老服务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000 4.24% 货币 3,000 3.45%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上海紫瞻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000 16.95% 货币 12,000 13.8%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应振洲 3,500 4.94% 货币 3,500 4.02%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陈光明 300 0.42% 货币 300 0.345%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王帝钧 300 0.42% 货币 300 0.345%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苏州楹佳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 - 11,000 12.65% 货币 有限责任

有限合伙人 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 - - - 5,000 5.75% 货币 有限责任

合计 / 70,810 100% / 86970 100% / /

六、协议主要内容

除投资金额、管理人以及协议主体变更外，顾问委员会及合伙期限存在变更和修正，具体

信息如下：

原顾问委员会由 7名委员组成变更为 9 名委员组成，即普通合伙人有权共同委派一名委

员、恒瑞医药有权委派一名委员、金圆投资与翔安投资有权共同委派一名委员、云南白药有权

委派一名委员、国发苏创有权委派一名委员、紫瞻投资有权委派一名委员、应振洲有权担任或

委派一名委员、联和投资有权委派一名委员、楹佳企业管理有权委派一名委员。

原合伙期限为自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 7年。 修正为：自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至 2027

年 1月 19日。

协议其余条款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在巨潮

咨询网站披露的《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厦门楹联健康产业投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

七、楹联基金增资、变更管理人和合伙人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楹联基金增资和引入新的合伙人，有利于保证楹联基金根据合伙协议约定从事健康产业

及与健康产业相关的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业务，进一步满足云南白药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的需

求，符合云南白药现有及未来业务发展方向，有利于云南白药的长远发展。 公司将严格按照合

伙协议约定，并在现有风控体系基础上，与各合伙方积极合作推进，认真防范和应对风险。 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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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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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

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对 2020 年

12月 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20年 12月 31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

存货、固定资产及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20 年度计

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32,039.09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 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例

一、应收款项 1,353.32 23.42%

应收账款 1,339.52 23.18%

其他应收款 13.80 0.24%

二、存货 289.62 5.01%

库存商品 289.62 5.01%

二、长期股权投资 30,396.15 526.00%

合计 32,039.09 554.43%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32,039.09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

影响后，将减少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31,704.21万元，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约 31,704.21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应收款项计提坏帐准备、存货计提跌价准备、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对 2020年 12 月 31 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存货计提跌价

准备、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合计约 32,039.09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554.43%。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计提

方法

计提依据

应收账款计提比

例(%)

账面余额

（元）

期初坏账

或减值余

额（元）

本期坏账

或减值计

提额（元）

本期坏

账核销

（元）

期末坏账

或减值余

额（元）

按信用风

险组合计

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

款项

预期

信用

损失

法

参考历史

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

账款账龄

与整个存

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

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6个月以内

(含 ,下同)

1

293,277,

115.57

15,581,

360.14

-2,074,

137.64

13,507,

222.50

6个月 -1年 5

1-2年 20

2-3年 50

3年以上

10

0

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

的应收款

项

单项

计提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85,754,

440.14

64,306,

748.02

15,469,

313.41

3,630,

790.88

76,145,

270.55

按组合计

提坏账准

备的其他

应收款项

预期

信用

损失

法

参考历史

信用损失

经验，结合

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

况的预测，

通过违约

风险敞口

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

整个存续

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

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6个月以内

(含 ,下同)

1

14,088,

511.37

6,187,

580.09

138,013.51

6,325,

593.60

6个月 -1年 5

1-2年 20

2-3年 50

3年以上

10

0

库存商品

相关产成品估计售价减去估

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可变现净值

1,521,709,

355.94

2,829,

555.03

2,896,

170.71

560,

630.43

5,165,

095.31

长期股权

投资

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

低的原则来计量， 对可收回

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817,720,

651.21

318,635,

131.84

303,961,

489.24

622,596,

621.08

合计 -

2,732,550,

074.23

407,540,

375.12

320,390,

849.23

4,191,

421.31

723,739,

803.04

据上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存货计提跌价准

备、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余额合计为 72,373.98 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及减值

准备 40,754.04 万元，本期核销 419.14 万元，因此本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存货计提跌价

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合计 32,039.0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的比例超过 50%。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名称：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股权投资

2、账面余额：273,255.01万元

3、资产减值准备的计算过程：详见上表

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存货计提跌价

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办法（详细内容见上表）

5、本次计提数额：32,039.08万元

6、本次应收款项、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减值计提原因：

(1)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

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2020年，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应收

账款的回款管理措施，增强应收账款回款力度。

（2）根据存货可变现价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存货管理，加快周转。

(3)�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苏州好屋本期业绩下滑，公司认为对苏

州好屋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减值损失的迹象，公司对其进行了减值测试，其可收回金额按股

权比例所对应的净资产份额计算。 公司预计其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本期对该项投

资按差额计提 30,396.15万元的减值准备。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

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

出的， 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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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2、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574� � �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21-005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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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对

2020年度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20 年度净利润为 3,5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比上年同期

下降 13.47%至 39.43%。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 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3,500�万元–5,000万元 亏损：21,000万元–26,000万元

盈利：5,778.7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3.47%� -�

39.43%

比上年同期下降：463.40%�-549.

92%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 亏损：25,500万元–30,500万元

亏损：9,898.55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157.61%�-208.

13%

营业收入 -- 255,000万元–258,000万元 342,949.78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

入

-- 255,000万元–258,000万元 342,949.7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63 元 / 股 --�0.0947

元 /股

亏损：0.3977 元 / 股–0.4924 元 /

股

盈利：0.1094元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修正的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就本次修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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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面暂不存在重大分

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及行业环境等因素影响，对珠宝行业冲击较大,公司下游及终端客

户需求降低，使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毛利下滑，对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2、报告期内，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苏州好屋本期业绩下滑，公司

认为对苏州好屋的长期股权投资存在进一步减值损失的迹象，公司对该股权投资依据预计可

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修正后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603458� � �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3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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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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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79,187.92 256,330.84 8.92

营业利润 60,539.20 50,859.04 19.03

利润总额 60,395.32 50,456.70 1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279.50 43,036.35 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7,062.11 40,179.28 1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6 1.83 18.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1% 17.65% 增长 0.5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92,122.77 595,262.51 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3,558.97 262,745.62 15.53

股本（万股） 24,143.7855 18,589.0627 2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57 14.13 -11.04

注：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是公司“十三五” 发展规划收官之年，在董事会的总体部署下，公司紧密围绕战略

规划目标，持续加大生产经营投入，在不断深挖存量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省外新市场；同时，

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克服重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报告期各项生产经营目标，财务状况稳中向

好。

2020年度，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279,187.92万元，同比增长 8.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279.50 万元，同比增长 19.15%；总资产 692,122.77 万元，同比增长 16.27%；股本

24,143.7855万股，同比增长 29.88%，主要为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

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550� � �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21-010

� � � 200550 江铃 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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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通知情况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汽车” 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21 年 1 月 22

日以专人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此次董事会相关议

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 1月 22日至 1月 28日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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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9人，实到 9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因工作变动原因，董事会决定黄定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执行委员会委员职务，

聘任 Eric� Hermann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执行委员会委员。 上述人事变动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陈江峰先生、王悦女生一致同意上述人事议案。

上述变动后，黄定邦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黄定邦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

Eric� Hermann先生简历

Eric� Hermann先生，1964年生，拥有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及机械工程硕士

学位。 Eric 先生曾在福特汽车公司担任轻卡排放设计工程师，车辆 NVH（噪声、振动、平顺

性）主管，车型投产主管，排放、进气及离合主管，进气、冷却、排放及计算机辅助工程经理，冷

却及底座经理，进气和排放经理，全球进气系统经理，以及本公司动力传动系统部部长、总裁

助理。

Eric� Hermann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近三年未因

违反证券市场法律、 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 Eric� Hermann 先生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ric�

Hermann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陈江峰先生、王悦女生就公司人事变更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1、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对黄定邦先生的解聘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3、经审阅 Eric� Hermann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之情

形以及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 对 Eric� Hermann 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ST康盛 公告编号：2021-001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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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布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累计净利润变

动区间为 1,000万元至 1,500万元。

（三）业绩预告情况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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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万元至 2,500万元 亏损：-54,233.7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15,500万元至 -12,000万元

亏损：-53,508.7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1.03%�-�77.57%

营业收入 220,000万元–242,000万元 200,763.72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 215,500万元–236,500万元 195,432.53万元

基本

每股收益

盈利：0.015元 /股–0.022元 /股 亏损：-0.48元 /股

注：扣除后营业收入是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

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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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 1月 15日发布的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

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公司在《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里的业绩预告内容进行补充，补充预

告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预计营业收入

及扣除后营业收入内容。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出售子公司江苏康盛、合肥康盛的土地厂房和中植淳安股权以及收

到相关政府补助， 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预计影响净利润的范围为 13,000 万元至 18,000 万

元。

四、风险提示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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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

票自 2020年 4月 30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本报告期，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执行，具体情况须经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意见后确定。 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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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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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

合并报表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

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相关资

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

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资产

减值测试后，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单

位：元）

占 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58,176,059.24 10.73%

其他应收款 33,669,521.67 6.21%

存货 11,877,992.36 2.19%

固定资产 10,802,625.70 1.99%

合 计 114,526,198.97 21.12%

注：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减值项目和金额以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959,279,258.23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1.非新能源汽车整车行业的应收款项：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2.新能源汽车整车行业的应收款项：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 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应收国家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家的补贴：通过违约风险敞

口和未来 12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计信用损失率，该组合预期信

用损失率为 0%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金额（元） 58,176,059.24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50,599,275.38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除单项计提坏账准备之外的应收款项：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

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金额（元） 33,669,521.67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准则要求按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210,044,716.18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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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 --存货》

计提金额（元） 11,877,992.36

计提原因

根据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 部分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

低于其账面价值

4、固定资产减值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659,501,280.94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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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者确定变现净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10,802,625.70

计提原因

子公司江苏康盛管业有限公司部分固定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可

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前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金额 11,452.62万元， 预计将减少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11,452.62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金额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

公司 2020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经营现状。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

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合并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 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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