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48� � � �证券简称：卫星化学 公告编号：2022-051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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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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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118.26万元 一 322,118.26万元

盈利：212,559.1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0.37%�一 51.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271,914.61万元 一 316,914.61万元

盈利：202,988.3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3.96%�一 56.1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15元/股 一 1.34元/股 盈利：0.8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到疫情及国际突发事件的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下游需求减

弱。公司为应对上述挑战，坚持以科技创造未来，坚定信心，保持积极运营，实现

业绩同比较大幅度增长。

随着国家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以及原材料价格回落，公司

将以管理领先与技术领先的思维与行动，保持生产装置稳定运行，加快在建项

目早日投产，目前连云港石化项目二阶段部分装置已顺利产出产品，持续发挥

产业链一体化的规模优势、成本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实现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卫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2-064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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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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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0万元–950万元

盈利：3,982.6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6.15%�-81.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685万元–905万元

盈利：3,082.4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64%-77.7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0元/股–0.078元/股 盈利：0.327元/股

注：以上“元” 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0-950万元， 较去

年同期业绩下降，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国内外宏观环境和新冠疫情对物流的影响，我国部分城市在二季度网

上购物快递收货困难，订单退货率增加，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2、2022年半年度公司部分合作品牌由原经销合作模式转为代运营模式合

作，导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3、围绕“广州+上海” 双总部战略发展思路，2021年公司在上海新增运营、

客户等团队，新增办公场地，导致2022年半年度职工薪酬及办公管理费用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加，同时公司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约832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2年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63� � �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8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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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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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6,000万元至8,000万元

盈利：1,095.8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47.53%�-�830.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6,500万元至8,600万元

盈利：1,021.9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36.05%�-�941.5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3元/股至0.045元/股 盈利：0.006元/股

营业收入 91,000万元至94,000万元 115,508.15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90,900万元至93,910万元 115,508.15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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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融资环境收紧、房地产行业形势严峻等因素影

响，公司环保业务收缩导致收入大幅下滑，园林景观业务收入也有一定程度的减

少。在市场环境、行业竞争等多方面压力下，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压缩。

2、受新冠疫情反复的影响，参股的境外公司业绩持续下滑，上述原因共同导

致公司业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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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宝证券为

销售机构并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及参加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宝证券” ）签署的委

托销售协议，自2022年7月15日起新增委托华宝证券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和基金转换业务，同时参加华宝证券开展的基金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

以华宝证券的规定为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华宝证券为销售机构

1、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385 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000386 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001975 景顺长城环保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657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015683 景顺长城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2、销售机构信息

销售机构全称：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2、3、4层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电路370号（宝钢大厦）2、3、4层

法定代表人：刘加海

联系人：刘之蓓

电话：021-20515392

传真：021-20515530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二、通过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宝证

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华宝证券于约定扣款

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2、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华宝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以华宝

证券为准，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华宝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

购金额，应与投资者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3、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

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各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4、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和程序请遵循华宝证券

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转换业务

1、本公司自2022年7月15日起在华宝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

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态。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时应遵循华宝证券的规定提交业务申请。

2、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基金招

募说明书。

四、优惠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宝证券一次性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 （限

前端收费模式），可享受申购费率折扣优惠，具体的费率优惠规则，以华宝证券的

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相关说明

若今后华宝证券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投资起点金额、 级差

及累计申购限额等标准进行调整，以华宝证券最新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

1、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 8888� 606、0755-82370688

网址：www.igwfmc.com

2、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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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

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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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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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2022年7月

16日（本周六）09:00� 至21:00进行系统停机维护。届时本公司官方网站、网上交

易、网上查询、微信、官方APP、客服电话等系统将暂停服务。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提前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606（免长途话

费）咨询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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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

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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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2-051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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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025万元至1,330万元 盈利：8,378.7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66万元至85万元 亏损：-6,867.5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元/股至0.02元/股 盈利：0.095元/股

营业收入 34,000万元至43,000万元 31,353.92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上年同期公司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投资收益14,887.67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本期业绩变化主要为上年同期股权转让确认前述投资收益而本

期无此类事项所致。

（二） 公司重要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季度受到上海疫

情的影响，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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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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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2-050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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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因发展需要，办公地址于近期

由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罗新路50号” 搬迁至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石太路

2288号” 。除办公地址外，公司联系电话、传真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本次办公地址变更后公司最新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石太路2288号

邮政编码：201908

公司网址：www.jfyiyao.com

联系电话：021-66876520

传真号码：021-66876520

公司邮箱：ir@jfzhiyao.com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2022年第二季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2022年第二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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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1.�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汇丰晋信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基金的2022年第二季度报告全文于2022年7月15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hsbcjt.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

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021-20376888）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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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新增联泰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联泰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基金” ）签署的开放式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

自2022年7月15日起， 本公司新增联泰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投资者可在联泰基金进行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及

其他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联泰基金的相关规定。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汇丰晋信2016生命周期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40001

2 汇丰晋信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0002

3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40003

4 汇丰晋信2026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540004

5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40005

6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41005

7 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40006

8 汇丰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0007

9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40008

10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3511

11 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0009

12 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40010

13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A类 540011

14 汇丰晋信货币市场基金B类 541011

15 汇丰晋信恒生A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类 540012

16 汇丰晋信恒生A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149

17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849

18 汇丰晋信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0850

19 汇丰晋信新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5

20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643

21 汇丰晋信智造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1644

22 汇丰晋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332

23 汇丰晋信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333

24 汇丰晋信大盘波动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2334

25 汇丰晋信大盘波动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335

26 汇丰晋信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4350

27 汇丰晋信价值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5364

28 汇丰晋信珠三角区域发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51

29 汇丰晋信港股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781

30 汇丰晋信港股通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291

31 汇丰晋信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75

32 汇丰晋信中小盘低波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9658

33 汇丰晋信中小盘低波动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9775

34 汇丰晋信创新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11077

35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1578

36 汇丰晋信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1579

37 汇丰晋信医疗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2358

38 汇丰晋信医疗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2359

39 汇丰晋信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4423

40 汇丰晋信慧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824

41 汇丰晋信时代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917

42 汇丰晋信时代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918

43 汇丰晋信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14443

44 汇丰晋信丰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14444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66liantai.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118-1188

（2）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hsbcjt.cn

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

四、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新增联泰基金为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予

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代销机构是否支持办理基金的定期定

额投资及转换业务以代销机构规定为准，具体业务规则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具

体规则执行。请仔细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基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

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具体促销安

排和业务规则以基金销售机构的规定和执行为准。

（2）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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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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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

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通过港股通机制参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的公募基金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

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

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港股市场实行T+0回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

幅限制，港股股价可能表示出比A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汇率风险(汇率波动

可能对基金的投资收益造成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

（在内地开市香港休市的情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股不能及时卖出，可

能带来一定的流动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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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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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32� � �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22-44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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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2.1.1-2022.6.30）

上年同期

（2021.1.1-2021.6.30）

利润总额

盈利：460,000万元~500,000万元

盈利：693,08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60,000万元~400,000万元

盈利：557,45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350,000万元~390,000万元

盈利：555,74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0%~3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211元/股~0.5790元/股 盈利：0.896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上半年，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疫情多点频发，尤其是二季度

以来，受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对钢材下游需求造成一定影响，钢铁

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挑战。公司积极把握下游市场机遇，努力克服上游原燃料

价格高位运行的困难，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服务化“四化” 转型升级，上半年内部生产经营指标保持稳中有进，子公司华

菱衡钢和汽车板公司盈利同比大幅增长。但二季度以来，由于市场需求持续低

迷，钢材价格震荡下行，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下滑，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利润总

额46亿元~50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亿元~40亿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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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

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基金申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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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协商

一致，自2022年7月15日起，对通过国金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

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实行费率优惠，同时投资者可通过国金证券指定方式定期定

额投资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一、活动时间

自2022年7月15日起，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

金代码：000042）；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财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00497）；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财通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01）；

财通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26）；

财通多策略福瑞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LOF）A （基金代码：

501028）；

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6502；C类基金

代码：006503）；

财通量化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850）；

财通安瑞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6965；C类基金代码：

006966）；

财通中证香港红利等权投资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06658；

C类基金代码：006659）；

财通科创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501085）；

财通智慧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9062；C类基金代码：

009063）；

财通多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08746；C类基金代码：

013863）；

财通稳进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代码：010640；C

类基金代码：010641）；

财通均衡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3238；C

类基金代码：013239）；

财通安裕30天持有期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3799；

C类基金代码：013800；E类基金代码：013801）；

财通匠心优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代码：014915；C

类基金代码：014916）。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

并通过国金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上述基金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国金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

金，其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以国金证券活动公告为准；原申购费率

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优惠。

2、费率优惠期限及内容以国金证券规定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旗下通过国金证券销售的，处于正常申购期

（含定期定额申购）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2、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不享受以

上优惠。

3、部分基金根据销售费用收取方式的不同，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的，

C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不收取申购费用， 而是根据基金合同约定的销售

服务费率计提并支付。

4、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国金证券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

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金证券的有关公告。

5、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国金证券的规定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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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六、投资者可通过国金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10

网址：www.gjzq.com.cn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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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

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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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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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53� � � �证券简称：永东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9

债券代码：128014� � � �债券简称：永东转债

债券代码：127059� � � �债券简称：永东转2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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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01日-2022年0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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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0�万元– 5300�万元

盈利： 23,523.2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81.72�%-�77.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 3887.22�万元– 4887.22�万元

盈利： 23,330.2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83.34�%-�79.0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146�元/股– 0.1412�元/股 盈利： 0.626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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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2年上半年预计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为4300万元至5300万元。

受采暖季和冬奥会环保要求、疫情管控政策下物流运输不畅，及下游产品

价格涨跌和厂家利润情况等因素影响，焦化企业整体开工水平有所下降，煤焦

油供应偏紧，2022年上半年煤焦油市场价格主涨运行， 并且高位再次刷新历史。

本报告期公司采购的原料油平均采购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涨幅达到48.74%，而

炭黑平均价格的涨幅仅为19.55%，致使公司的业绩出现下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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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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