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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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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600万元—3,100万元

盈利：6,756.3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4.12%�-6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盈利：0.0207元—0.0246元 盈利：0.053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2020�年上半年公司经营业绩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产品粘胶长丝下游需求受到影响，营业收入减少；同时应收账款增加，

部分产成品售价降低，报告期补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3,600多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60万

元。

2.公司上半年研发费用同比增加约3,500万元。

3.报告期部分生产车间停产，停车费用增加约2,300万元。

4.由于借款规模增大和年产3*2万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等工程的投产，报告期利息支出增加，财

务费用增加约2,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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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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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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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 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

2020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经过对应收款项、

存货、 固定资产等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分析测试，2020年上半年对应收款项计提信用减值准备

994.76万元，对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681.39万元， 合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3,676.15�万元。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1-6月金额

一、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 994.35

其他应收款 0.41

小 计 994.76

二、资产减值损失

库存商品 2,681.39

小 计 2,681.39

合 计 3,676.15

（一）信用减值损失

1、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除单项评估信用风险外，其他应收账款划分为不同组合（主要是账龄组合），采用简易方

法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比例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率并结合未来的经济形势等前瞻性信息确定。

由于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等因素的影响，2020年1-6月应收账款补提坏账准备994.35万元，其中单项

补提338.25万元，按照账龄及相应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补提656.10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累计计提6,658.14万元。

2、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收款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方法（三阶段模型）计提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变化不大，补提

坏账准备0.41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累计计提676.53万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说明：

公司在每季度末根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

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

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照成本计量； 当材料价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

值低于成本时，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参照报告期实际费用确认。

2020年1-6月，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粘胶短纤维以及部分规格和等级的氨纶纤维等产成品发

生减值，补提减值2,681.39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存货跌价准备累计计提5,273.80万元。

三、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减少公司2020年上半年利润总额3,676.1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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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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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541号）（以下简

称“《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

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通知书》的要求逐项落实相关问题，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披露反馈

意见回复，并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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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20-037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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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董事伍栋先生的书面

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伍栋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伍栋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

数，伍栋先生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伍栋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伍栋先生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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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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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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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0万元

盈利：1,824.9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68.52%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44元/股 盈利：0.018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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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影视剧开机和拍摄进度推迟，公司影视剧销售收入及艺人经纪收入较上年

同期大幅减少。同时，报告期内，公司影视剧项目《锦衣之下》《秋蝉》《我在北京等你》等播出，相关的营

销宣传力度较上年同期有所加强，销售费用的增长幅度较大，导致报告期净利润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和行业调整等外部环境的挑战，公司明确战略方向、巩固核心业务，不断强化公

司治理，进一步加强规范化运营。 公司已完成影视剧《迷局破之深潜》的拍摄、《天目危机》的后期制作，

推进《山河月明》《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下）》《鬼吹灯》《权与利》《迷局破之深潜》等剧集的后期制

作和相关剧集的发行工作。 同时，公司积极协调剧集的排播，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报告期内应收账

款回款1.93亿元，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转正；本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2019年期末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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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详细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以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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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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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9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二）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14日10:30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10号院骏豪中央公园广场A1

座10层1004室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无缺席会议和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四）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枳程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表决结果

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投资

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

理财产品的总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该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其审议程序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

多投资回报，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总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内容。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三）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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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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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9日

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二）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14日10:30在本公司会议室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无缺席会议和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四）会议由监事会监事张俊平先生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

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

理财产品的总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请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的公告》内容。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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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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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议案》。为了充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提高资金收益，本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

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总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用于购买银行保本

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2016年11月8日，中国证监会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核准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钟君艳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538号），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75,

458,713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本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1,529,999,977.36元，扣除发行费用30,975,345.52元后的净额1,

499,024,631.84元已于2016年12月19日存入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该事项已经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健验字[2016]8-115号）验

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

2017年1月19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和《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分别开设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广安门支行的账户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的账户设立为本次募集资金的专项账户 （以

下简称“专户” ），并同意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金华东阳支行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年11月19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霍尔果斯欢瑞世纪

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和《关于

注销北京魔力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全资孙公司霍尔果斯欢瑞

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

门支行的账户设立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新设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与使用的专项账户。 并同意

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和新时

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同意注销北京魔力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2020年1月20日，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浙商银行金华分行营业部的账户设立为本次募集资金的

专项账户， 并同意公司与浙商银行金华分行营业部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

1、2017年2月27日，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中“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未使用资金144,024,

631.84元， 转入公司一般存款账户， 上述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17年2月28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2、2017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年3月17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用以实施特效后期制作中心项

目（详情请见本公司分别于2017年3月1日、2017年3月18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2017年7月12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向北京魔力空间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2,000

万的议案。 共计使用募集资金30,000,000元（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终止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相应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并经2019年12月10日召开的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表表决通过。 本次终止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特效后期制作中心” 之募投项

目的投资，并将相应的募集资金10,000万元用于变更后的新项目-电视连续剧《南风知我意》和《迷局

破之深潜》的拍摄（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21日、12月1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3、2018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

止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变更相应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并经2018年2月9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表表决通过。本次终止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电影电视剧投资”中的《楼兰Ⅰ》和《盗

情》，并将相应的募集资金25,000万元用于变更后的新项目-电视剧《江山永乐》的拍摄（详情请见公司

分别于2018年1月24日、2月10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内容）。

4、2020年1月9日， 本公司向霍尔果斯欢瑞影视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支付4,0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1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内容）。

5、2020年1月15日，本公司向霍尔果斯欢瑞影视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东阳支行开设的募集

资金专户支付6,000万元。（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2月13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内容）。

6、2020年2月11日， 本公司向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支付13,000

万元。

三、本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

投资回报。

（二）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用于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 在上述额度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上述投资行为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三）投资品种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

（四）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项议案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作为理财产品投资的资金来源。

（六）实施方式

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

四、投资风险、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保证本金安全，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及时分析和跟踪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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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以上额度内资金不得购买涉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规定的风险投资产品。

2、公司财务部对募集资金的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详

细情况。

3、公司内部审计负责内部监督，定期对投资的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4、独立董事、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五、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金额（元） 产品类型 资金来源

产品

到期日

实现收益 （含

税，元）

民生银行

与利率挂钩（挂钩标的

USD3M-LIBOR)的结构性产

品

400,000,000.00

保本

浮动收益型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2019年

10月15日

3,138,082.19

200,000,000.00

保本

保证收益型

2019年

12月24日

981,917.81

共赢汇率挂钩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00017期

80,000,000.00

保本

浮动收益型

2020年

2月17日

752,000.00

挂钩利率（USD-3MLibor）

的结构性存款

63,000,000.00

保本

保证收益型

2020年

6月8日

217,479.45

中信银行

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154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122,000,000.00

保本

浮动收益型

2020年

6月22日

442,208.22

合计 5,531,687.67

（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2月26日、2020年2月18日、2020年6月10日、2020年

6月2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内

容）。

截止本公告之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获得投资收益（税

后）553.17万元。

六、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是为充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以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其审议程序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以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投

资回报，不会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总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

更多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总计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欢瑞世纪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除存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及时实

施外，未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独立财务顾问对欢瑞世纪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事项

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配套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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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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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受理

序号：201572）。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在规定期限内以临时

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将回复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

2020-030

债券代码：

112483

债券简称：

16

宝新

01

债券代码：

112491

债券简称：

16

宝新

02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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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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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56,000万元—70,000万元 盈利：31,700.3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6.65�%—120.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26�元/股— 0.32�元/股 盈利：0.1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二季度以来，受复工复产复市推进、经济活动恢复、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西电东送有所减

少、煤炭价格有所下降等综合因素影响，公司电力主业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上述财务数据均为初步测算数据，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82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8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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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1—6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为：1671.48%--2344.

97%

盈利：222.72万元

亏损：约3500--5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66--0.095元 盈利：0.00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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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产品销售受阻，销量减少，价格下降，销售收入

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同时受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影响，公司库存增加，切片等主要产品价格持续下跌，

计提资产减值增加；此外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大于原材料价格下跌的幅度，导致产品毛利减少，公司半

年度业绩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为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

2020-32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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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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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79.13万元–44,864.30�万元

盈利： 5,705.0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41.17%�-686.3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388元/股-0.7835元/股 盈利：0.099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 主要系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

朗优置业有限公司楼盘交付确认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2020年8月20日披露的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53

证券简称：

*ST

河化 公告编号：

2020-053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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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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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约4300万元至4900万元 亏损： 3,248.4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217元/股至0.1387元/股 亏损： 0.110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2019年对尿素生产相关实物资产、负债进行置出，公司对该部分亏损资产不再合并报表。

2、公司2019年底完成对重庆南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工作，公司将其正式纳入合并范围。

同时，疫情因素使南松医药报告期内产品需求增加，产品价格上浮，公司半年度利润水平提高。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公司2020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 2018� 年度、2019�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股票已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0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若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公司将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

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0

—

047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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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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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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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3800万元 盈利：1,025.2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92.62%-470.6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02元/股-0.0509元/股 盈利：0.013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持续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内外销售订单较去年同期大量缩减， 导致公司

2020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大幅度下滑、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有关2020年1～6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 鉴于公司2018年度、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

负值，公司将出现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将在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行暂停上

市。

3.�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股票简称：

*ST

友谊 编号：

2020

—

060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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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700万元 —2,300万元

亏损：8,163.72万元

同比变动：120.82%�-�128.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5元—0.07元 亏损：0.23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

1、本期公司将持有的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邯郸发兴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转让给关联方武汉信用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与

财务状况，有息债务规模与财务费用大幅减少。

2、本期公司依据与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协议》将已收

到的2,000万元定金确认为补偿金导致营业外收入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

2020-24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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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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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130万元 盈利： 2165.8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13元/股～0.0017元/股 盈利： 0.0279元/股

注：上述每股收益以股份总数777,604,997为基数计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国际油价大幅波动等影响，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减少，同时为持续

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公司加大了产品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以上因素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同比

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5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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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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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万元～52000万元

盈利：100194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变动幅度为-53.09%�～ -48.

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89元/股～0.098元/股 盈利：0.18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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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受整体经济环境及疫情影响，上游铁矿石等原燃料价格处于相对高位，下游钢材产品

需求减弱，钢材价格同比降幅较大。 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坚持防疫、经营两手抓，在稳定生产运

营局面的同时，加大产品结构优化及成本控制力度，但降本增效没能完全抵消供需市场的减利，经营

业绩有所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依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上半年经营成果初步计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0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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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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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万元–1,420万元 亏损：1,5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81元/股–0.0206元/股 亏损：0.022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本报告期受主材价格持续下降及管理效率提升等综合影响，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2、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涉及土地合同纠纷诉讼，报告期内计提预计负债17,962,645.50元（详

见公司2020-026号公告），计提的预计负债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3、根据公司与国商投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系列诉讼的裁定及判决结果，报告期内冲回预计负债

2,580万元(详见公司2020-021号公告)，冲回预计负债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3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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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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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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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0.00万元—21,000.00万元

盈利：45,669.7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8.40%-54.0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15元/股—0.127元/股 盈利：0.27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一季度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有色金属市场供需两弱，公司

主要产品销量及价格大幅下滑，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有色金属产品价格呈现不同程度反弹，公

司二季度经营效果逐步改善，盈利状况较一季度降幅收窄。 下半年，公司管理层将进一步着力抢抓市场

机遇，深入挖潜降本增效益，全面夯基固本稳运行，努力实现公司经营效益最大化。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

2020-041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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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6�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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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万元-11000万元 盈利：637.1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0�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上半年应收账款清收工作

成效显著，部分项目前期欠款回款较好，因此公司2020年上半年坏账准备转回金额较大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预测的经营业绩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15�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20-026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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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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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万元—7,500万元 盈利：36,829.0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76元/股—0.0597元/股 盈利：0.286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半年度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公司已竣工房屋大部分已销售，报告期内仅剩余

少量在售，房屋销售量减少，房屋销售收入同比降幅较大；二是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各业

务板块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三是报告期内计提缴纳企业所得税。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20-L4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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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6�月 30�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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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元–5,500万元 亏损：2,57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5%�-�11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元/股–0.07元/股 亏损：0.0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计算， 预计公司2020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5%–113%。 变动主要原因为公司在 2019年半年度处置部分项目公司股权产生较大投资收益，本期

不存在此类事项；其次，公司部分商业项目受新冠疫情影响，租金收入有所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2020年半年度公司业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949

证券简称：中国出版 公告编号：

2020-02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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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14日收到独立董事吴溪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溪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

会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吴溪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吴溪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根据《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吴溪先生的辞职申

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吴溪先生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将尽快组织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吴溪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

司董事会对吴溪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20-039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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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6月30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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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2,000万元 -�3,000万元

盈利：10,03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09%�-�80.0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2元/股 –0.03元/股 盈利：0.0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复工时间均有延迟，公司的订单

同比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公司 2020�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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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B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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