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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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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10,985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 委托理财期限：短期

●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21年04月0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2021年4月26日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

使用最高不超过1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流动

性好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资金收益，在确保资金安全性、流

动性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

于购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自上一公告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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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不

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主要投资标的的产品。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 购买后及时分析

和监控理财产品的投向和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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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兴业银行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详细购买清单

序号 合同签署日期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理财本金（万元）

1 2021年4月6日 2021年4月6日 无固定期限 1,390

2 2021年4月7日 2021年4月7日 无固定期限 215

3 2021年4月12日 2021年4月12日 无固定期限 3,235

4 2021年4月13日 2021年4月13日 无固定期限 700

5 2021年4月19日 2021年4月19日 无固定期限 2,820

6 2021年4月20日 2021年4月20日 无固定期限 425

7 2021年4月26日 2021年4月26日 无固定期限 1,000

8 2021年4月7日 2021年4月7日 无固定期限 250

9 2021年4月19日 2021年4月19日 无固定期限 500

10 2021年4月21日 2021年4月21日 无固定期限 200

11 2021年4月13日 2021年4月13日 无固定期限 100

12 2021年4月16日 2021年4月16日 无固定期限 150

（2）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每万份理财产品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已实现收益÷

当日理财产品份额×10000。

（3）支付方式： 网上自主申购到期自动赎回。

（4）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本产品不收取超额业绩报酬、认购费、申购费和赎回费

用。

（5）流动性安排：不涉及

（6）清算交收原则：不涉及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交易杠杆倍数：无。

（9）违约责任：a.由于本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如双方同时负有过错， 则应由双方各自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

任。b.双方同意，发生下列情况造成损失时，按以下约定承担责任：对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政策的变化，监管机构管理规则的修改、紧急措施的出台等原因而导致的相关风险及损

失，双方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本协议书中涉及的相关终止日期或兑付日期如遇节假日，将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如甲方违反本协议所做

的声明和保证，或本产品甲方所涉及的资金被有权机关全部或部分冻结或者扣划，乙方有权提

前终止本合同，且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如因此给乙方或产品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甲方应

承担违约责任。

（10）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购买标的以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评级低为主要考量。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

等级较低，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求。受托金融机构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期间将与受托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如评

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受托方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二）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同受托方保持着理财合作业务关系，未发生未兑现或者本金和利息损失的情况。公司

查阅受托方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38,933,456.38 1,710,797,508.87

负债总额 1,203,490,793.55 660,260,13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4,805,878.39 1,019,773,646.49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95,884.19 199,632,763.78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128,015,185.28元、交易性金融资产584,470,000.00元，本

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109,850,000.00元， 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比例为

85.81%，通过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理财收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

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

产品的情形。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 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

金融资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为浮动收益型产品。受金融市场宏观政策影响，购买理财产品可

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

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1年04月0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1年4月26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10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合法金融机构发行

的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自2020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

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案例的基础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可控的理财产品，有利

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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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5,863.01

2 浮动收益理财 4,800,000.00 4,800,000.00 729.71

3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2,455.55

4 浮动收益理财 102,860,000.00 102,860,000.00 15,135.87

5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770,383.56

6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1,191,095.88

7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517,328.77

8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1,397,671.23

9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852,739.73

10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191,013.70

11 浮动收益理财 80,000,000.00 80,000,000.00 1,011,857.71

12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3,799,705.45

13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344,961.99

14 浮动收益理财 43,500,000.00 43,500,000.00 701,720.55

15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573,424.66

16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314,383.56

17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0 70,000,000.00 531,616.44

18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0 70,000,000.00 430,356.16

19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159,123.29

20 浮动收益理财 295,000,000.00 295,000,000.00 3,383,205.48

21 浮动收益理财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574,437.53

22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0 20,000,000.00 292,164.38

23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9,424.66

24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214,890.41

25 浮动收益理财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3,495,000.00

26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5,863.01

27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81,369.86

28 浮动收益理财 171,200,000.00 171,200,000.00 168,467.48

29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0,766.98

30 浮动收益理财 55,020,000.00 55,020,000.00 24,413.45

31 浮动收益理财 173,830,000.00 173,830,000.00 155,359.55

32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 2,500,000.00 2,571.94

33 浮动收益理财 3,910,000.00 3,910,000.00 1,788.38

34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 700,000.00 353.00

35 浮动收益理财 5,003,000.00 5,003,000.00 2,689.98

36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 7,000,000.00 9605.56

37 浮动收益理财 3,087,000.00 3,087,000.00 17,020.00

38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3,915.84

39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 2,000,000.00 2,241.09

40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9,468.49

41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 2,500,000.00 3,707.2

42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1,243.83

43 浮动收益理财 230,000,000.00 230,000,000.00

44 浮动收益理财 190,000,000.00 190,000,000.00

45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0 25,000,000.00

46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0 25,000,000.00

47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48 浮动收益理财 235,320,000.00 177,600,000.00 57,720,000.00

49 浮动收益理财 17,700,000.00 14,500,000.00 3,200,000.00

50 浮动收益理财 1,400,000.00 1,400,000.00

51 浮动收益理财 10,510,000.00 1,000,000.00 9,510,000.00

52 浮动收益理财 2,990,000.00 2,990,000.00

合计 2,835,830,000.00 2,241,010,000.00 21,701,534.92 594,8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15,2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0.1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8.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94,82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05,180,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载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世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智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8,299,874,243.88 29,381,850,084.19 -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432,209,134.87 8,615,011,437.76 9.4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3,282,513.62 -1,507,910,391.53 0.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00,321,729.63 2,320,435,107.72 3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9,919,967.25 22,141,943.96 84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4,604,997.75 34,295,222.62 23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33 0.29 增加2.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9 0.02 8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9 0.02 8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7,957.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52,185.3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2,145.28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

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

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90,692,332.5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 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2,967.7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9,233.68

所得税影响额 -715,917.08

合计 95,314,969.5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23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 315,645,200 27.35 0 质押 113,66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载望 289,307,866 25.07 0 质押 187,958,000 境内自然人

天津江河汇众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6,137,600 13.53 0 质押 39,7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240,000 2.36 0 未知 国有法人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12,683,500 1.10 0 未知 国有法人

天津汇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500,000 0.9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荣林 7,752,300 0.6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静 6,200,000 0.5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木生 6,000,000 0.5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飞 5,900,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 315,645,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645,200

刘载望 289,307,866 人民币普通股 289,307,866

天津江河汇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13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137,600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40,000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2,68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83,500

天津汇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0

赵荣林 7,7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2,300

赵静 6,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0

吴木生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王飞 5,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富海霞女士与自

然人股东刘载望先生为夫妻关系， 其中刘载望先生和富海霞女士分别持

有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85%和15%的股权。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大幅度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968,527,741.88 6,383,961,344.20 -37.84 主要系本期经营投入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637,684,881.59 333,617,855.87 91.14

主要系公司期末增加短期理财产

品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0.00 1,500,000.00 -100.00

系上期计入的银行承兑汇票本期

到期兑付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24,475,839.76 833,261,310.55 130.96

系公司本期新增金融资产及持有

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3,233,388.22 9,199,462.39 43.85

系子公司成都创建基建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62,271,231.94 419,061,204.55 -61.28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薪酬及

年终奖金所致。

2.�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主要会计报表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00,321,729.63 2,320,435,107.72 33.61

主要系本期施工产值同比增加及

上期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基数相

对低所致。

营业成本 2,597,471,993.64 1,955,835,602.38 32.81

主要系营业收入规模增加， 营业

成本随之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4,952,560.63 2,904,703.11 70.50

主要系营业收入规模增加， 税金

及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3,018,198.40 26,206,895.68 64.15 主要系上期汇兑收益较大所致。

投资收益 94,043,158.79 32,789,581.59 186.81

主要系本期处置金融资产收益增

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85,443.16 -35,691,330.23 -102.20

系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较小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5,376,487.76 44,393,326.14 47.27

主要系本期将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由信用减值损失调整至资产减值

损失列示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976,201.43 -73,162.35 14,902.53

主要系本期将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由信用减值损失调整至资产减值

损失列示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103,893.77 1,997,839.73 806.17

主要系本期利润增加， 计提所得

税费用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金额

-1,503,282,513.62 -1,507,910,391.53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3,746,530.38 -329,782,123.4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新增金融资产支出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407,473.92 -229,188,666.4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支出减少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载望

日期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4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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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4月

29日在公司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强军先生召集并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无异议并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此次公司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

合相关规定，不会对当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完备的审议程序，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5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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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建筑装饰和医疗健康两个

板块，其中建筑装饰板块2021年第一季度累计中标金额约为人民币57.4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约55.43%。项目中标数量为258个，较上年同期增长约45.76%。

公司建筑装饰板块2021年第一季度中标金额及数量如下表所示：

业务分类

2021年1-3月

中标额

（亿元）

中标额同比涨幅（%）

中标数量

（个）

中标数量同比涨幅（%）

幕墙系统 34.80 63.46 50 78.57

内装系统 22.60 44.50 208 39.60

合计 57.40 55.43 258 45.76

注：内装系统含设计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以上数据为公司中标数据，仅供投

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6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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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的规定，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

更。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 21�号一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的规定，对

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不再执行财政部 2006�年 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以及2006年10月30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一

一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06〕18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一租赁〉应用指

南》。

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于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新租赁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

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公司相关会计政策需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认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

租赁资产剩余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

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

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 对于租赁负债， 承租人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进行计

量，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租赁内含利率或增量借款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

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 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并按规定编制

2021年1月1日以后的公司财务报表。执行新租赁准则，不涉及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

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对当期财务报告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监督和检查，并发表如下意见：此次公司会计政

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和通知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会对

当期财务报告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完备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1886� � �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1-023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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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29日，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载望先生主持，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了更客观、合理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依据财政部2018年12月7

日颁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的规

定，对公司的租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临2021-026号《江河集团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江河集团独立董

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64

2021年 4 月 30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3718� � �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2021－025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二类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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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捷门生物” ）相关产品向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二类医疗器械产品拟

上市注册的行政许可申请，并于2021年4月28日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行政许可

受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肌酐测定试剂盒（氧化酶法）

受理号：21-102

产品名称：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测定试剂盒（MPT�法）

受理号：21-106

经形式审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上海市药

品监督管理局决定予以受理。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按照以下时限进行技术审评及行政审批， 在规定工作日内作出

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1、 受理（资料形式审查）5个工作日

2、 技术审评60个工作日

3、 行政审批20个工作日

4、 核发批件10个工作日

二、产品相关情况

1、肌酐测定试剂盒（氧化酶法）用于体外测定人血清、尿液样本中肌酐的含量。在临床中

肌酐的测定对于因肾小球的高度病变而引起的肾功能不全、肾炎等肾脏疾病、尿毒症等的诊断

以及在治疗过程的观察都是一种必须的临床生化检查措施。酶法检测肌酐因具有线性范围宽、

抗干扰能力强、试剂没有毒性等优点，更适用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2、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测定试剂盒（MPT法）用于体外测定人血清、尿液样

本中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的含量。目前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测定是应

用率最高的尿液酶学诊断项目，其对肾小管损伤的反应很灵敏，此外，用尿液作为标本，是一种

无创伤检查，适合于日常检验和连续动态分析，也便于人群筛查的应用。

这两项血尿检测作为肾功能指标之一， 通常都用于临床医院及医学检验中心的肾功能检

验。捷门生物生产的检测试剂盒既可以测定尿液样本也可以测定血清样本，且涵盖校准品，方

便客户定标使用，进一步丰富了捷门生物检测试剂的种类，有利于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

截止目前，捷门生物已对上述产品投入研发费用约24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本次申报注册获得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形式审查受理后， 仍需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认证审评中心技术审评，审评在各阶段所需的时间和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捷门生物能

否顺利取得上述产品注册证有待于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最终审评结论。因此，公司尚无法

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次申报注册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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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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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00一15:00时

●网络平台地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6日（周四）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

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jrkyzqb@163.com。 公司将于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

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4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

司2020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治理、规范运作、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拟于2021年5月10

日（星期一）14:00-15:00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

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0年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等具体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网络平台地址：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为：公司董事长任小坤先生、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军颜

先生、财务总监张国毅先生。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6日（星期四）17:00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

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jrkyzqb@163.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证券网（http:

//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及互动问答环节。

五、联系部门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971-6321653

电子邮箱：jrky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通过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