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宝盈祥和 9 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增加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

协议，2022年 4月 12日起， 本公司增加上述代销机构办理宝盈祥和 9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简称：宝盈祥和 9个月定开混合 A/C，基金代码：A:010747；C:010748）的投资业务，投资人可
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等业务， 以及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
相应的售后服务。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dwzq.com.cnwww.wlzq.cnwww.wlzq.cn
客户服务电话：95330
投资人在上述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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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
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
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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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9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朝阳
区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治理工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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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从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
ggzyfw.beijing.gov.cn/）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千方”）中标
朝阳区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治理工程（第二标段），中标价格 356,799,454.99元。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 中标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朝阳区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治理工程（第二标段）
中标人：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356,799,454.99元
项目所在地区：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湖街道
项目内容：对望京区域交通进行综合整治，具体建设内容包但不限于：朝阳交通支队机房扩容、前

端配套科技设施系统建设、5G+智慧交通、全息感知路口、治安监控系统、可变车道系统、光缆七个系统
等。

二、 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1、 积累标杆案例，提升项目复制推广能力
近年来，公司创新打造了北京中关村西区交通优化工程、北京 CBD 城市交通综合治理、杭州滨江

区全域交通综合治理等多个标杆案例。 本次中标北京望京区域交通综合治理项目，一方面体现出公司
全域交通数字治理能力及客户认可度，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公司在智慧交通领域的综合竞争实力，本项
目顺利实施将有效巩固公司智慧交通城市精细化治理业务实力， 积累可复制推广的先进经验和典型

成果，加速提升在全国范围内的行业认可度及复制推广能力。
2、 创新融合新技术，以智能路口赋能城市交通治理
此次建设内容涵盖的全息感知路口涉及近 50 个智能路口的建设，该工程将采用多感合一、多杆

合一、多箱合一的思路，对已建智能设备进行时充分复用，避免重复建设，降低城市智能路口建设总体
成本。 整个智能路口将基于公司自研感知设备、信号控制设备、边缘智能设备，实现全域、全要素、全时
段的全息感知能力，结合公司云边一体的智能路口应用平台，为路口交通秩序管理、信号配时优化等
赋能，保障路口交通安全、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及管理水平。

此次智能路口的批量化交付将推动公司智能路口解决方案从感知设备、边缘计算设备、AI 算法和
应用平台的规模化、全面化的验证。 通过软件定义基础设施，实现按需扩展新功能及增加新应用，满足
难以预测、层出不穷的交通治理场景，实现智能化水平的平滑升级，既立足当下智慧交管应用服务，又
面向未来智能网联的发展需求。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感知设备和智能信号控制等技术，实现基于交
通大数据的路网态势、路网诊断、交通预警、信号优化、违法整治等功能，有效提高望京区综合治理水
平，促使拥堵指数下降、降低运营成本、降低交通事故等，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高效、舒适的出行体
验。 公司交通综合治理解决方案融合 5G 技术进一步迭代升级，助力国家 C-V2X 与 5G 网络、智慧交
通、智慧城市等统筹建设。

3、 项目金额较大，预计产生积极财务影响
本项目中标金额 356,799,454.99元，合同正式签署并实施后预计会对公司未来年度的净利润产生

积极的影响，但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三、 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招标人正式签署项目合同，目前处于中标公示阶段，合同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

定性，项目实施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2-017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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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
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替硝唑片、格列喹酮片两个药品均通过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价”)。 具体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1）替硝唑片
剂型：片剂
规格：0.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内容：一致性评价申请，处方工艺有变更。
通知书编号：2022B01537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3458
申请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意本品的处方与生产工艺变更。 质量
标准及说明书按所附执行。请对包装标签进行相应修改。 本品的内包装为铝塑泡罩包装（聚氯乙烯/聚
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和药用铝箔）；有效期为 12个月。 基于申报的生产线、生产设备与工艺
验证情况，本品生产批量为 30万片/批。今后的商业化生产如需放大批量，请注意开展相应的放大研究
及验证，并针对生产规模放大提出补充申请。 本品的溶出可能受海藻酸及水分等因素的影响，请在后
续的稳定性试验中对溶出曲线、水分等进行研究，以支持延长本品的有效期。

（2）格列喹酮片
剂型：片剂
规格：3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申请内容：一致性评价申请，处方工艺有变更。
通知书编号：2022B0143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84499
申请人：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处方工艺变更，同意质量标准
变更，质量标准、说明书按所附执行，有效期为 24个月。 基于申报的生产线与生产设备，拟定生产批量
为 75万片/批，今后的商业化生产如需放大批量，请注意开展相应的放大研究及验证。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1）替硝唑片是一种消炎药，用于各种厌氧菌感染，如败血症、骨髓炎、腹腔感染、盆腔感染、肺支

气管感染、肺炎、鼻窦炎、皮肤蜂窝组织炎、牙周感染及术后伤口感染等。
（2）格列喹酮片第二代口服磺脲类降糖药，为高活性亲胰岛 β 细胞剂，与胰岛 β 细胞膜上的特异

性受体结合，可诱导产生适量胰岛素，以降低血糖浓度。 口服本品 2~2.5小时后达最高血药浓度，很快
即被完全吸收。 血浆半衰期为 1.5小时，代谢完全，其代谢产物不具有降血糖作用，代谢产物绝大部分
经胆道消化系统排泄。

替硝唑片、格列喹酮片均是国家医保目录（2021 年版）甲类品种，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
版）收载品种。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

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将具备参加国家药品集中采购的
资格。 公司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产品的市场销售，提高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并为公司进行中的其他产品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

产品未来生产及销售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4月 12日

关于富国中证现代物流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
低于 5000 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富国中证现代
物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富国中证现代
物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连续 3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富国中证现代物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物流 ETF
基金代码：516910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1 年 6 月 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 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如存在连续 30、40、45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或不满 200 人的，基金管理人就基金合同可能出现终止事由发布提示性公告；连续 20
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情形的，基金管理人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 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合同终止，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 截至 2022年 4月 8 日，本基金已连续 30 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特此提
示。

三、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办理申购、赎回等业务，
敬请投资人关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

3、投资人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95105686、400-888-0688），咨询有关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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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参加财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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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与支持，经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财通证券”）协商一

致，自 2022年 4月 14日至 2022年 4月 27日期间，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对通过财
通证券指定方式（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旗下财通多策略福鑫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下称“本基金”，基金代码：501046）实行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活动时间
自 2022年 4月 14日至 2022年 4月 27日期间，具体办理时间以财通证券规定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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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通过财通证券指定

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公司本基金的投资者。
三、费率优惠内容
1、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财通证券指定方式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本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其基

金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申购）享受 8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申购）＝原申购费率（含定
期定额申购）×0.8，原申购费率（含定期定额申购）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
折扣优惠。

2、活动期间，投资者在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申购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

（即申购金额），单笔最低限额为 10元人民币（含 10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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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活动基金

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

4、费率优惠期限及内容以财通证券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财通证券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36
公司网址：www.ct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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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申购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申购是引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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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定期定额申购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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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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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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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
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关于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及开展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基金”）签署的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 2022年 4月 12日起，增加万得基金为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的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 008952，C类 008953

二、基金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自 2022年 4月 12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万得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业

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万得基金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申购上述基金，首次最低
申购金额为 100元（含 100元）。

三、 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指定方式办理上述基金 A类份额的申购业务具体折扣率以万得基金的

规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520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203
2、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cfund108.com
联系电话：4009-108-108
风险提示：
1、中信建投桂企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008952、C 类 008953）目前暂停个人投资者申购业

务，恢复个人投资者申购业务的时间，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基金投资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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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上述基金时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
经验、资产状况等，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1622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丹娜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经理姓名 杜磊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丹娜
任职日期 2022年 04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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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里尔第二大学国际金融分析硕士研究生。 2014 年 9 月至今周丹娜女士任职于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交易部助理交易员、交易员、交易主管、交易
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部研究员，现任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 具备 7 年基金从业
经验，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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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备案。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增加宁波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协商一致签署的国联安旗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服务代
理协议，自 2022年 4月 12日起，增加宁波银行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宁波银行易管家的线上官方平台办理下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

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备 ETF联接；基金代码：A类 007300、C类 007301）
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A 类

001228、C类 002186）
国联安通盈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通盈混合；基金代码： A 类 000664、

C类 002485）
国联安鑫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发混合； 基金代码：A 类 004131、C 类

004132）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安泰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000058）
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科技动力股票；基金代码： 001956）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001157）
国联安中证医药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医药 100 指数； 基金代码：A 类

000059、C类 006569）
国联安沪深 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沪深 300ETF 联接；

A类：008390、C类：008391）
国联安鑫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乾混合； 基金代码：A 类 004081、C 类

004082）
国联安鑫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汇混合； 基金代码：A 类 004129、C 类

004130）
国联安科技创新 3年封闭运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科技创新 3 年混

合；基金代码：501096）
国联安添利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添利增长债券；基金代码：A类 003275、C

类 003276）
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鑫纯债债券；基金代码：A类 006152、C

类 006153）
国联安增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盈债券；基金代码：A 类 006509、C 类

006510）
国联安增瑞政策性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瑞政金债债券；基金代

码：A类 007371、C类 007372）
国联安 6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 6 个月定开债；基金代码：A 类

007701、C类 007702）
国联安恒利 63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恒利 63 个月定开债券；基

金代码：A类 007999、C类 008000）
国联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短债债券； 基金代码：A 类 008108、C 类

008109）
国联安增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顺债券；基金代码：A 类 008880；C 类

008881）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睿祺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001157）
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稳 3 个月持有混合；基金代

码：A类 010817、C类 010818）
国联安鑫元 1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鑫元 1 个月持有混合；基金代

码：A类 010931、C类 010932）
国联安核心趋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核心趋势一年持有混合；基

金代码：A类 014325、C类 014326）
国联安鑫隆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隆混合； 基金代码：A 类 004083、C 类

004084）
国联安中债 1-3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中债 1-3 年政金 债指数；

基金代码：008879）

国联安恒鑫 3 个月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恒鑫 3 个月定开债券；
基金代码：012807）

国联安增盛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盛一年定开债发
起式；基金代码：008877）

国联安增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顺债券；基金代码：A 类 008880、C 类
008881）

国联安增泰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泰一年定开债发
起式；基金代码：008900）

国联安增富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富一年定开债券
发起式；基金代码：006495）

国联安增裕一年定期开放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裕一年定开债券
发起式；基金代码：006508）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鑫安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001007）

国联安安享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简称：国联安安享稳健养老
一年持有混合（FOF）；基金代码：006918）

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简称：国联安双佳信用债券（LOF）；基金代码：
162511）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安稳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代码：
002367）

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价值优选股票；基金代码： 006138）
国联安新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新精选混合；基金代码：000417）
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添鑫灵活配置混合；基金代码：A 类

001359、C类 001654）
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锐意成长混合；基金代码：004076）
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远见成长混合；基金代码：005708）
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行业领先混合；基金代码：006568）
国联安智能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智能制造混合；基金代码：006863）
国联安核心资产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核心资产混合，基金代码：006864）
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新科技混合；基金代码：007305）
国联安新蓝筹红利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新蓝筹红利一年

定开混合；基金代码：008878）
国联安匠心科技 1个月滚动持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匠心科技 1 个月滚动持

有混合；基金代码：011599）
国联安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核心优势混合；基金代码：011994）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详情
1、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021-38784766，400-700-0365（免长途话费）
网站：www.cpicfunds.com
2、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95574
网站：www.nbcb.com.cn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就宁波银行开通本公司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等相关销售业务的事项予以公告。 今后

宁波银行若代理本公司旗下其他基金的销售及相关业务，届时将另行公告。
2、本公告涉及本公司上述基金在宁波银行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其他未明事项，敬请遵循宁波银

行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本公司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

更新、产品资料概要、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4、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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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
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
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
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南华瑞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送出日期：2022年 04月 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华瑞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华瑞鑫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6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
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明德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海龙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海龙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04-12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04月 1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政策性
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

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0686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限制机构投资者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机构投资者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广发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暂停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合计超过 100,000元的大额业务。即如机构
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 100,000 元，则 100,000 元确认申购
成功，超过 1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
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 100,000 元， 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 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

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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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景秀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

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景秀纯债
基金主代码 00667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限制机构投资者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机构投资者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广发景秀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暂停

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合计超过 100,000元的大额业务。即如机构投资
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额大于 100,000 元， 则 100,000 元确认申购成
功，超过 100,000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
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大于 10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
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计算， 并按上述规则进行

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

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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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
（含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业务

限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 4月 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2700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起始
日 2022年 4月 12日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 4月 12日
限制机构投资者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
限制机构投资者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
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
不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纯债债券 A 广发纯债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270048 27004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机构投资者
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和
不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决定自 2022 年 4 月 12 日起，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调整机构

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业务限额为 100,000
元。 即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申请金
额大于 100,000元，则 100,000 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 100,000 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有权确认失败；
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
大于 100,000元，按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本公司将逐笔累加至 100,000 元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超
出部分的申请金额本公司有权确认失败。

机构投资者通过多家销售渠道的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申请将累计
计算，不同份额的申请将单独计算限额，并按上述规则进行确认。

在本基金暂停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它业务
正常办理。 本基金恢复办理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和不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具体
时间将另行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95105828 或 020-83936999，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
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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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
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
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
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12日

浙江万胜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4,429,4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胜智能 股票代码 3008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东滨 谢君珍
办公地址 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兴业东三街 15号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兴业东三街 15号
传真 0576-83999512 0576-83999512
电话 0576-83999882 0576-83999882
电子信箱 irm@wellsun.com irm@wellsu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国内外电力等

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计量产品，经过在智能用电计量仪表领域的长期积累，公司目前拥有相关核心
技术，涵盖传感、通讯、信息处理等领域，智能用电计量仪表及用电信息采集设备类产品系列齐全、技
术先进，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已成为国内电能仪表计量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 同时积极开展综合
能源管理系统、智能融合终端、智能量测开关、智能断路器、智能水表、智慧消防等产品的研发及应用。

（2）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智能电表（单相智能表、三相智能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采集器、集中

器、专变采集终端），主要应用于智能电网用电领域的计量采集环节，是电能计量技术和先进 IT 技术
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坚强智能电网的基石和智能电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公司密切关注“双
碳目标”，积极布局与双碳经济相关联的综合能源管理及能耗解决方案，及时跟进国家战略及行业发
展动态。

（3）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 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向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国有大型电网公司销售智能电表和

用电信息采集系统产品。 公司通过在行业内的多年经营，与主要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
司在全国主要地区设置办事处，建立了广泛的营销服务网络，以便加强产品质量追溯和售前售后服务
能力，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部分产品销往海外。
2. 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产品策略紧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通过新技术预研、新产品开发、老产品迭代，巩固智慧

计量核心业务、拓展中低压配电物联网邻近产业、布局综合能源管理长线业务。
公司紧跟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行业领先客户，从应用场景和客户需求出发，进行产品和技术创

新。 公司积极参与国家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智能量测联盟等组织的新产品预研和研讨活动；积极参
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积极开展新产品和技术方案在长三角发达区域的试点工作，力争
通过产品和技术创新，获得市场先机。

公司通过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技术手段确保新产品开发质量。 公司严格执行研发项目管理
制度，通过项目管理机制驱动和规范研发管理工作。 公司不断加大研发实验室投入，购置先进的仪器
设备，并自主开发自动化测试软件，对产品进行全性能和功能测试。

公司在坚持自主研发的同时，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建有院士专家工作
站和博士后工作站，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实力。

3. 采购模式
公司的原材料采购主要采取“以销定采、以销定产、凭计划实施”的计划采购原则，根据客户订单

安排原材料采购。 采购部门根据营销部门的发货计划，经审核后编制详细的采购计划，与供货商签订
采购合同并执行。 同时，公司建立了严格和完善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多渠道、多途径遴选合格供应商，
对供应商的产品品质、产能、按时交付能力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核和评价，对合格供应商进行动态化
管理。具体采购时公司综合考虑产品质量、采购价格、供货能力等因素，从合格供应商名单中选择采购
方。 经过多年合作，公司与主要供应商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4. 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式”生产模式，以适应电力用户个性化要求。公司通过信息化建设提升生产效率与

产品质量。 公司自主研发建立了 PMS生产制造执行系统，应用于生产的整个流程控制，实现了精细化
生产管理。PMS系统分为系统管理、排产计划管理、生产订单管理、生产计划管理、报表统计等。PMS系
统实时、有效，紧密配合供应链，能采集从接受订单到制成最终产品全过程的各种数据和状态信息，提
供产品生产状态的精确实时数据，实现对制造过程的有效管理。

（4）报告期内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1. 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智能电表、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根据国家统计局颁

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 2017）》，公司所处行业属于仪器仪表制造业（分类代码 40）中的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分类代码 C4012）；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
订）》，公司所属行业为仪器仪表制造业（行业代码 C40）。

我国《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围绕强化数字转型、智能
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高
速泛在、天地一体、集成互联、安全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增强数据感知、传输、存储和运算能力。

2021年 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部门共同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以支撑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为目标，打造支持固移融合、宽
窄结合的物联网接入能力，加速推进全面感知、泛在连接、安全可信的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 2021 年
12 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1
版)》，以标准推动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省级电网基本具备 5%以上的尖峰负荷响应能力；国
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要求，提高物联网的覆盖水平，推动能源领域数字化转型，实施
电网、终端用能等领域设备设施、工艺的数字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微电网等智慧能源技术示范应用

2021年 9月 9日，在 2021能源电力转型国际论坛上，国家电网董事长辛保安披露，“十四五”期间
国家电网计划投入 3500亿美元（约合 2.23万亿元），推进电网转型升级。 2021年 11月 12日，《南方电
网“十四五”电网发展规划》正式发布，提出“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公司总体电网建设将规划投资约

6700亿元，以加快数字电网建设和现代化电网进程，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2. 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公司是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理事单位、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常务理事单位、浙江省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单位、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国家电力行业供用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单位， 国家电力行业电测量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单位，IEEE PES 电力系统测量与仪器技术委员会（中
国）产业合作单位，是国家和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之一。 公司致力于为国内外电力等行业客户提供
专业化的计量产品，是国内电能仪表计量领域的领先企业之一。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累计获得专利
88项、累计获得软件著作权 100项。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18,868,272.98 1,100,562,299.65 1,100,562,299.65 1.66% 732,144,772.77 732,144,77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30,302,057.61 812,554,438.10 812,554,438.10 2.18% 381,857,480.59 381,857,480.59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546,289,210.57 571,102,422.66 571,102,422.66 -4.34% 567,912,490.62 567,912,49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178,050.92 87,335,549.41 87,335,549.41 -25.37% 75,275,421.42 75,275,4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7,361,682.29 80,620,068.34 80,620,068.34 -28.85% 70,177,809.18 70,177,80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737,078.67 -100,596,249.76 -100,596,249.76 221.02% 211,848,279.74 211,848,279.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2 0.68 0.53 -39.62% 0.64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2 0.68 0.53 -39.62% 0.64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97% 17.08% 17.08% -9.11% 21.87% 21.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433,152.11 171,569,424.49 132,176,947.35 171,109,68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56,025.96 30,260,467.37 13,949,598.01 12,511,95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53,420.67 29,078,230.59 12,462,639.49 10,467,391.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22,666.09 -62,739,809.45 40,076,210.94 174,223,343.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06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6,22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万胜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30% 108,970,589 108,970,589

天台县万胜智
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23% 16,822,000 16,822,000

邬永强 境内自然人 4.11% 8,411,765 8,411,765
周华 境内自然人 4.11% 8,411,764 8,411,764
张建光 境内自然人 3.18% 6,500,000 0
周宇飞 境内自然人 1.03% 2,102,941 2,102,941
陈金香 境内自然人 1.03% 2,102,941 2,102,941
马午龙 境内自然人 0.27% 548,019 0
沈邓杰 境内自然人 0.24% 491,200 0
梁建军 境内自然人 0.21% 422,8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周华、周宇飞系兄弟关系，周华、周宇飞与陈金香系母子关系，邬永强系陈金
香女婿、周华及周宇飞姐妹之配偶；邬永强和周华为一致行动人。 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未知
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1012 证券简称：扬电科技 公告编号：2022-011

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扬电科技 股票代码 30101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仇勤俭 周荀洁
办公地址 江苏泰州姜堰经济开发区天目路 690号 江苏泰州姜堰经济开发区天目路 690号
传真 052388857775 052388857701
电话 052388857775 052388857775
电子信箱 qqj@jsyddq.cn 190473221@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专业的高效节能电气机械制造厂商，专注于新型节能材料在电力和电子领域的应用，主要

从事节能电力变压器、铁心、非晶及纳米晶磁性电子元器件三大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节能型非晶合金变压器、节能型 S13/S14/S20硅钢变压器、非晶铁心、硅钢铁心、非晶辊剪带材、
非晶磁芯、纳米晶磁芯和相关器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2019年末
总资产 855,815,290.55 592,022,311.24 44.56% 635,296,33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4,581,712.68 384,351,643.80 46.89% 332,590,062.33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511,640,831.43 438,111,687.30 16.78% 509,796,4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554,380.19 49,072,141.86 5.06% 45,873,18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951,191.99 46,308,432.99 -0.77% 45,685,440.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206,925.43 41,788,850.38 -332.61% 9,308,99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 0.78 -10.26% 0.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 0.78 -10.26% 0.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7% 13.66% -2.79% 15.6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6,931,786.01 147,361,769.24 130,075,249.63 147,272,0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69,028.63 17,977,363.58 10,575,076.02 14,532,9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12,738.90 17,930,231.13 6,237,129.02 13,171,09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66,296.88 -16,422,812.71 -34,845,789.42 -20,572,026.4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2,89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1,856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程俊明 境内自然人 32.50% 27,300,000 27,300,000
赵恒龙 境内自然人 13.93% 11,700,000 11,700,000
朱祥 境内自然人 7.14% 6,000,000 6,000,000
周峰 境内自然人 5.71% 4,800,000 4,800,000 质押 4,800,000
朱敏 境内自然人 4.29% 3,600,000 3,600,000
泰州扬源企业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3,000,000 3,000,000

徐秋实 境内自然人 2.86% 2,400,000 2,400,000
徐洪 境内自然人 1.43% 1,200,000 1,200,000
徐仁彬 境内自然人 1.43% 1,200,000 1,200,000
张田华 境内自然人 0.71% 600,000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邰立群为泰州扬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程俊明、邰立群为夫妻关
系，程俊明和泰州扬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扬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21]1584 号) 核准，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1,000,000.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8.0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69,05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40,374,311.3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28,675,688.69 元。 股票于 2021 年 6
月 22日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