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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沪深 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前海开源沪深 300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065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 06月 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前海开
源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前海开
源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其更
新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0年 2月 4日

截止收益分
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
元） 1.334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
位：元） 42,878,344.7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12,863,503.43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 /10份基金份额） 1.2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 2020年度的第一次分红

注：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6�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 3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
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0年 2月 18日

除息日 2020年 2月 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年 2月 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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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红利将按照 2020 年 2 月 18 日除息后的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 2020
年 2月 19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0年 2月 20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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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
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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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

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
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
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 2020 年 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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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
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5）红利再投资份额的持有期自红利发放日起计算。
（6）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陆本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qhkyfund.com）或拨打客服电话（4001-666-998）咨询相关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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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基金财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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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
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5 日

前海开源沪深 3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0 年度第一次收益分配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欧科创主题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欧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场内简称“科创
中欧”）

基金主代码 5010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邵洁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培、周应波、张跃鹏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邵洁
任职日期 2020年 2月 14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7年

过往从业经历
历任国金证券电子行业分析师（2012.06-2014.03），安信证券电子行业高
级分析师（2014.04-2016.03）。 2016年 4 月加入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
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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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 /登记 是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5 日

中欧科创主题 3 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055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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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原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望鹏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张原
任职日期 2020-02-14
证券从业年限 13.8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
年限 12.1

过往从业经历

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2006年 4月加入南方基金，
曾担任南方基金研究部机械及电力设备行业高级研究员，南方高增及南方隆元基
金经理助理；现任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境内权益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2009 年 9 月
25日至 2013年 4月 19日， 任南方 500基金经理；2010 年 2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任南方绩优基金经理；2017 年 1 月 25 日至 2018 年 6 月 8 日，任南方教
育股票基金经理；2011 年 2 月 17 日至今， 任南方高增基金经理；2015 年 12 月 30
日至今， 任南方成份基金经理；2017年 11 月 27 日至今， 任南方互联混合基金经
理；2020年 2月 14日至今，任南方积配、南方中国梦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
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573 南方互联网 +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7-11-27 -

202005 南方成份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5-12-30 -
160106 南方高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1-02-17 -
003956 南方现代教育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7-01-25 2018-06-08
202003 南方绩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0-02-12 2016-10-14

160119 南方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联接基金（LOF） 2009-09-25 2013-04-19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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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蔡望鹏

离任原因 个人发展

离任日期 2020-02-14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变更手续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是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5 日

关于中国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 年 2 月 15 日

根据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发布
的《西部利得聚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首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
及转换业务的公告》，西部利得聚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原定开放期为 2020 年 1 月 16 日（含）至 2020 年 2 月 19 日（含），其中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2 月 19 日（含）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2020 年 1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 月 22 日（含）投资者可办理赎回和转换转出业务。

为更好的保护持有人利益，做好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工作，根据《西部利得聚
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西部利得聚利 6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公司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本次
开放期，即决定将 2020 年 2 月 14 日（含该日）定为本基金本次开放期最后一日，本
基金自 2020 年 2 月 15 日起进入下一个封闭期。

除本次开放期时间变化外，本基金其余申购、赎回、转换业务办理事项未发生
变化，投资者在本次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的具体事宜请遵循
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发布的《西部利得聚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首个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及转换业务的公告》以及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更
新）。

投资者可以登陆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westleadfund.com 或拨
打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7818 进行相关咨询。

特此公告。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15 日

西部利得聚利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提前结束本次开放期并进入下一个封闭期的公告

由于系统维护，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于 2020� 年 2
月 15� 日 9:00� 至 2020 年 2 月 15� 日 15:00� 期间暂停网上交易以及微信交易系
统服务， 投资人在这段时间内无法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以及微信交易系统进行任
何业务操作。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客服电话：021-51690111
客服邮箱：service@maxwealthfund.com

若遇特殊情况，暂停时间可能延长或提前结束，届时将不再另行通知。 系统维
护结束后，将即时恢复所有服务，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相关安排。 由此给您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 感谢您对我司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因系统维护
暂停网上交易以及微信交易系统服务的公告

(上接 C32 版 )

销售前五
（单位：万

元）
2019年（未经审计） 2018年 2017年

序号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47,664.28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58,975.39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54,088.71

1 客户 A 10,212.80 客户 A 13,400.80 客户 A 10,768.12

2 客户 B 5,889.77 客户 B 7,145.38 客户 B 6,177.56

3 客户 C 4,895.37 客户 C 5,836.86 客户 D 3,862.98

4 客户 D 3,198.10 客户 D 4,016.52 客户 E 3,031.86

5 客户 F 3,143.74 客户 G 2,808.48 客户 F 3,006.78

小计 27,339.78 小计 33,208.04 小计 26,847.30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营业收入比

重
57.36%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营业收入比

重
56.31%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营业收入比

重
49.64%

金额单位：万元

主要销售产品 年份 数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特种包装纸（吨）

2019年（未经审计） 13,284.30 21,143.16 17,570.01 16.90%

2018年 16,320.92 25,410.60 20,062.01 21.05%

2017年 17,103.30 26,400.22 19,470.76 26.25%

特种快消印刷品
（万张）

2019年未经审计 97,294.99 21,152.23 14,788.67 30.08%

2018年 120,130.11 27,684.97 19,115.10 30.95%

2017年 109,822.72 21,915.34 16,538.24 24.54%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产品 合同情况 2019年实际销售
金额（不含税）

2018年实际销售金
额（不含税）

客户 A 特种快消印刷品

公司的主要合同，涉及卷
烟配套的各种系列烟标
小、条盒等框架纸的生产
及烟标小、条盒的印刷，
客户根据需求分批次采
购并签订订单，故年度销
售额相当于合同金额，公
司根据客户需求排产发

货

10,212.80 13,400.80

客户 B 特种包装纸 5,889.77 7,145.38

客户 C 特种快消印刷品 4,895.37 5,836.86

客户 D 特种包装纸 3,198.1 4,016.52

客户 F 特种快消印刷品 3,143.74 2208.67

客户 G 特种快消印刷品 1,159.32 2,808.48

采购前五
（单位：万

元）
2019年（未经审计） 2018年 2017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本年累计采购
总额： 26,118.24 本年累计采购

总额： 39,726.34 本年累计采购总
额： 34,242.22

1 厦门庆盈纸业
有限公司 3,122.16

厦门恒益丰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7,028.28 厦门恒益丰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 5,453.77

2
厦门恒益丰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1,972.17 厦门庆盈纸业

有限公司 6,699.11 厦门庆盈纸业有
限公司 5,363.77

3 山东博汇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1,808.81 珠海华丰纸业

有限公司 3,002.03 珠海华丰纸业有
限公司 4,666.22

4 常州钟恒新材
料有限公司 1,521.08 常州钟恒新材

料有限公司 2,437.68 常州钟恒新材料
有限公司 1,513.02

5 上海顺灏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1,318.82 山东博汇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 1,999.85 福州益镓华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1,365.10

小计 9,743.04 小计 21,166.95 小计 18,361.88

前五小计占本
年累计采购比

重
37.30%

前五小计占本
年累计采购比

重
53.28%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采购比重 53.62%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近三年前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较稳定， 但主要产
品中的特种包装纸毛利率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下游客户压价、上游原材料
采购价格及人工制费上涨的影响，导致营业收入下降、成本增加，2019 年，营业收入
比上年下降 19.18%，11,311 万元;净利润下降 40%,1,473.02 万元。

三、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收购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有关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甲方为林加宝等 5 名自然人，乙方为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甲
方特别承诺：（1）以上述 201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计算基
数， 即 2012、2013 和 2014 年度净利润（按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孰低原则确
认，以下有关“净利润”表述含义相同）增长率较前一年度不得低于 8%，具体数据
为：2012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不低于 6,870.73 万元， 经审计实际完成净利润
7,925.40 万元， 2013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不低于 7,420.39 万元， 经审计实际完成
净利润 9,034.77 万元；2014 年度实际完成净利润不低于 8,014.02 万元，经审计实际
完成净利润 8,791.64 万元，2012-2014 三年均超额完成业绩目标。

四、 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及业务开展情况如
下：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9（未经审计）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9,606.57 11,865.42 11,148.01

营业成本 5,036.91 5,575.80 5,822.00

毛利率 47.57% 53.01% 47.78%

净利润 3,074.22 3,559.40 3,164.46

总资产 20,104.76 20,092.13 19,677.68

净资产 17,838.06 17,632.79 16,635.25

销售前五
（单位：万

元）
2019年（未经审计） 2018年 2017年

序号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 客户名称 营业收
入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9,606.57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11,865.42 本年累计营业收
入：

11,148.0
1

1 客户 A 5,545.38 客户 A 7,714.26 客户 A 7,464.71

2 客户 B 2,995.16 客户 B 3,124.04 客户 B 2,781.39

3 客户 C 255.13 客户 C 236.92 客户 C 265.57

4 客户 F 176.10 客户 D 143.95 客户 D 244.95

5 客户 G 106.56 客户 E 63.97 客户 E 65.61

小计 9,078.33 小计 11,283.14 小计 10,822.2
3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营业收入比

重
94.50% 前五小计占本年累

计营业收入比重 95.09%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营业收入比

重
97.08%

金额单位：万元

主要销售产品 年份 数量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特种快消印刷品（万
张）

2019年（未经审计） 66,044.31 8,902.81 4,811.07 45.96%

2018年 93,062.75 11,354.34 5,456.18 51.95%

2017年 73,256.51 10,860.40 5,750.76 47.05%

单位：万元

客户 产品
2019年 2018年

合同情况 实际销售金
额（含税） 合同情况 实际销售金额

（含税）

客户 A

特种
快消
印刷
品

根据中标通知书，供货期
限为 2018年 1月 1日
-2019年 12月 31日，涉
及卷烟配套的各种系列
烟标小、条盒等 20多种
产品，客户采购时均会在
烟草电子网络平台签订
电子合同，企业根据客户
采购数量安排生产发货，
故年度销售额相当于合
同金额

6,315.97

根据中标通知书，供货
期限为 2018年 1月 1
日 -2019年 12月 31
日，涉及卷烟配套的各
种系列烟标小、条盒等
20多种产品，客户采
购时均会在烟草电子
网络平台签订电子合
同，企业根据客户采购
数量安排生产发货，故
年度销售额相当于合
同金额

8,980.05

客户 B

特种
快消
印刷
品

无框架协议，客户根据当
期需求情况及对其供应
商认可程度进行采购（产
品的品种和量均不确定，
因实际而定，一般情况会
有 3-5个品种给我公
司）。 供货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涉及卷烟配套
的各种系列烟标小、条盒
等多种产品，客户采购时
均会在烟草电子网络平
台签订电子合同，企业根
据客户采购数量安排生
产发货，故年度销售额相
当于合同金额

3,384.53

无框架协议，客户根据
当期需求情况及对其
供应商认可程度进行
采购（产品的品种和量
均不确定，因实际而
定，一般情况会有 3-5
个品种给我公司）。 供
货期限为 2018年 1月
1日 -2018年 12月 31
日，涉及卷烟配套的各
种系列烟标小、条盒等
多种产品，客户采购时
均会在烟草电子网络
平台签订电子合同，企
业根据客户采购数量
安排生产发货，故年度
销售额相当于合同金
额

3,684.53

客户 C

茶叶
包装
印刷
品

客户根据需求情况及对
其供应商认可程度进行
采购并签订合同（产品的
品种和量均不确定，因实
际而定）供货期限为 2019
年 1月 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涉及茶叶的各
种包装袋、盒、垫片等多
种产品，本年度所有合同
金额共计 279万（含税）

293.36

客户根据需求情况及
对其供应商认可程度
进行采购采购并签订
合同（产品的品种和量
均不确定，因实际而
定）供货期限为 2018
年 1月 1日 -2018年
12月 31日，涉及茶叶
的各种包装袋、盒、垫
片等多种产品，本年度
所有合同金额共计为
312万（含税）

275.84

采购前五（单
位：万元） 2019年（未经审计） 2018年 2017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本年累计采购总
额： 3,578.29 本年累计采购总

额： 3,519.37 本年累计采购
总额： 4,340.41

1 金光纸业（昆明）
有限公司 429.04 云南森翔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456.87
湖北绿新环保
包装科技有限

公司
647.77

2 湖北绿新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428.87 金光纸业（昆明）

有限公司 333.70 昆明宏瑞源经
贸有限公司 575.49

3 云南森翔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346.22 湖北绿新环保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 302.91 云南森翔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507.24

4 云南晋鹏包装有
限公司 330.46 惠来县云河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 279.29
惠来县云河包
装材料有限公

司
321.50

5 云南绘程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310.19 通海县海龙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225.76 昆明东宁工贸
有限公司 291.59

小计 1,844.78 小计 1,598.53 小计 2,343.59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采购比重 51.55% 前五小计占本年

累计采购比重 45.42%
前五小计占本
年累计采购比

重
53.99%

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其主要客户为当地特种消费品生产销售客户 A。
多年来经营业绩一直较为稳定。 2019 年主营业务烟标印刷市场竞争较 2018 年更加
激烈，公司营业收入为 2,258.85 万元，同比上年下降 19%;净利润为 485.18 万元，同
比上年下降 13.63%。

问题三： 请结合上述问题的回复， 说明上述两家公司发生商誉减值迹象的时
点、原因，以及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回复：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

第 8 号 - 商誉减值》有关规定，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
值测试。 通过商誉减值测试，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
司存在商誉减值迹象，具体分析如下：

1、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司从事特种包装纸品的生产及特种消费品的印刷 ,� 该行

业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特种消费品的消费旺季在春节前后，其所需包装材料生产时
间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该季度销售量要高于其他三个季度，同时第四季度公司可
以相对准确分析判断市场及下年订单预期，使得 2019 年全年业绩更贴近实际情况
及未来盈利预测也有可靠基础。 2019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同比 2018 年第四季度减
少近 9,000 万元，销售订单明显减少，随之产量同时减少，单位产品分摊的固定费用
如工资和折旧等的支出随之增加，使得产品单位成本大幅提高。 同时第四季度福建

泰兴未能获得湖北大客户 C 的采购订单，同时当地大客户订单减少较多，预测未来
营业收入将出现明显下滑，盈利能力将大幅下降，未来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明显低于
形成商誉时的预期，商誉减值迹象明显，经与拟聘评估师、会计师沟通及初步测算，
2019� 年公司拟对福建泰兴计提商誉减值 2.96 亿元。

2、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同比 2018 年均出现

下降。 玉溪印刷作为一家特种消费品印刷企业， 主要客户为该省特种消品生产企
业，该客户营业收入占总年度营业收入的比重在 60%左右。 2019 年四季度玉溪印刷
参加了该客户招标工作，招标的结果于 2019 年 12 月中旬公布。 客户本次招标采取
“最低价中标”的竞价模式，在其它资质条件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各供应商为确保中
标，均采取大幅度降低投标报价的模式。 玉溪印刷为了继续保持稳定性增长战略，
又考虑到行业竞争的激烈性，此次投标价格降幅高达 30%以上。 预示未来玉溪印刷
主营业务毛利率及盈利能力将出现大幅下滑， 未来现金流或经营利润明显低于形
成商誉时预期，商誉减值迹象明显，经与拟聘评估师、会计师沟通及初步测算，2019�
年公司拟对 0.16 亿元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3、商誉减值的测算过程:
基于前述减值迹象的分析，我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一一资产减值》、中

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的规定或指引，商誉所在资产
组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资产组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现金流量折现法
的基本计算模型：

资产组可收回价值 = 经营性现金流价值
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模型：

式中：
Ri：估值对象未来第 i� 年的现金流量；
r：折现率；
n：估值对象的未来经营期；
①收益法估算过程
a、收益年限的确定
收益期，根据公司章程、营业执照等文件规定，确定经营期限为长期，因此确定

收益期为无限期。
预测期，根据公司历史经营状况及行业发展趋势等资料，采用两阶段模型， 即

估值基准日后 5� 年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政策、市场等因素对资产组企业收入、成本
费用、利润等进行合理预测，假设第 6� 年以后各年与第 5� 年持平。

b、未来收益预测
按照预期收益口径与折现率一致的原则， 采用资产组自由现金流确定估值对

象的资产组价值收益指标。
资产组现金流 = 税前利润 + 利息费用 + 折旧与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

金净增加
预测期税前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税金及附加 - 营业费用 - 管理费

用 - 财务费用
确定预测期净利润时对产权持有人财务报表编制基础、非经常性收入和支出、

非经营性资产、 非经营性负债和溢余资产及其相关的收入和支出等方面进行了适
当的调整， 对产权持有人的经济效益状况与其所在行业平均经济效益状况进行了
必要的分析。

c、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估值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定价模型(WACC)（税前）。
R=Re×We� /(1-T)� +Rd×Wd
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
Rd：债务资本成本；
We：权益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Wd：债务资本价值在投资性资产中所占的比例；
T：适用所得税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Re=� Rf+β×MRP+Rc
Rf：无风险收益率
MRP：Rm-Rf：市场平均风险溢价
Rm：市场预期收益率
β：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通过上述方式进行初步测算，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号 收购标的名称 商誉账面原值 2018年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2019拟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预计 2019
年末余额

1 福建泰兴特纸有限公
司 367,453,047.13 71,985,547.13 295,467,500.00 0.00

2 云南省玉溪印刷有限
责任公司 16,410,683.55 16,410,683.55 0.00

综上所述商誉减值计提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及评估机构根据福建泰兴和玉溪
印刷两公司管理层所提供的 2020 年—2024 年盈利数据所做的初步测算结果，最终
商誉减值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及评估机
构进行审计和评估后确定。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顺灏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5 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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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 年修订），现披露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2020 年 1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披露范围：华林证券母公司。
2、相关数据未经审计，且为非合并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华林证券 2020 年 1 月主要财务数据（未审计母公司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年 1月 2020年 1月 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8,708.04 2,672.05 532,326.76

特此公告。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45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5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