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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

2020-14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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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1.�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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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0万元~75,000万元

盈利：249,373.5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1.25%~130.0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20元/股~0.1443元/股 盈利：0.4799元/股

2.�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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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6万元~34,176万元 盈利：75,627.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34元/股~0.0658元/股 盈利：0.145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与受公司自今年起适用

新收入准则，房地产收入确认时点有所延后，导致结算收入下滑、受疫情影响对部分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费用化财务费用同比增加以及去年同期出售资产获利较大导致基数较高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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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

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052

股票简称：

*ST

同洲 公告编号：

2020-06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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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1日—2020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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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01月0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6,000万元–7,000�万元 亏损：2,891.46万元

其中，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2020年第三季度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3,000万元–4,000�万元 亏损：3,916.6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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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三季度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原因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市场竞争原因，公司业务受到较大

冲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

2.近期美元汇率持续下跌，汇兑损益对三季度利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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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顺钠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5

广东顺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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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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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目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1,620万元–1,850万元

盈利：12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56%-1,33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35元-0.0268元 盈利：0.0019元

其中，2020年7月1日至9月30日的业绩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2019年7月1日—2019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02万元–432万元

盈利：1,67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8%-7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29元-0.0063元 盈利：0.0242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有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主要由以下因素共同影响：

1、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约10%，营业利润同比扭亏为盈；

2、公司2020年1-6月份分别计提及冲回预计负债，产生非经常性收益约784万元（详见公司《2020

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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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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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公告编号：

2020-058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自愿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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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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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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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万元–23,000万元

盈利：7,366.9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44.33%-412.2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121-0.155元 盈利：0.050元

（2）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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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2.14万元–10,092.14万元

亏损：-1,903.9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367.46%�-�630.0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34–0.068元 亏损：-0.013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是受宏观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

响，除光伏发电业务外，其他业务推进较为缓慢，整体盈利情况不佳。

2、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实现盈利，前三季度亏损较半年度收窄，主要原因是：①公司第三季度营业

收入实现情况有所好转；②公司收回部分资产抵偿应收账款，依据会计政策，冲回部分坏账准备计入当

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告的2020年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18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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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已审批的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508,938.99�万元；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

总余额（指对尚未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为335,246.2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即2019年

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72.32%。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谨慎

投资。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31日、2020年8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七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1日、2020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编号为2020-079、2020-080、

2020-090的公告。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债务人” ）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商行” 、“债权人” ）申请金额不超过18,81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的融资

提供担保。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审批对京蓝沐禾提供担保

的具体事宜。

二、担保发生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需要，京蓝沐禾向包头农商行借款人民币11,7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京蓝沐禾与包头农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公司与包头农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

合同》；京蓝沐禾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担保发生前，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对京蓝沐禾实际担保发生额为0元，实

际担保余额为0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18,810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对京蓝沐禾实际担保余额为

118,903.70�万元。 本次担保发生后，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对京蓝沐禾实际担保发生额为人民币11,

70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为11,7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110万元；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对京蓝沐

禾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130,603.70万元。本次担保发生额在公司已批准的为京蓝沐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8,810万元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再次提

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6558110612H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乌力吉

注册资本：10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6日

营业期限：2010年07月06日至2040年07月05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灌溉、农村饮水、建筑用PVC、PE、PP给排水管材及管

件制造、销售；卷盘式、平移式、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喷灌设备和滴灌带（管）、输配水软管、过滤器、施肥

器等微滴灌设备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网络销售；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设计、建设、维护及咨询；水利、电力、

农业项目投资；农业机械、化肥、农膜、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

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农村灌溉用水井凿井作业；沙地治理；种树、种草；水泥桩制作、网

围栏刺线制作、架设；林木种子经营，飞播造林；文体用品、日用品、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器购销。

（二）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76,877,507.60 6,534,589,096.54

负债总额 4,077,148,903.20 3,875,244,655.30

净资产 2,499,728,604.40 2,659,344,441.24

项目

2020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510,601.89 1,352,141,195.71

利润总额 -193,505,168.88 20,474,057.93

净利润 -166,685,836.84 14,777,309.35

说明：京蓝沐禾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情况尚未测算完毕，因此列示其2019年度及2020年半年度数

据。

（四）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京蓝沐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2020年9月24日，京蓝沐禾与包头农商行签署了《综合授信协议》，额度授信最高本金限额为17,

800万元，有效使用期为：从2020年9月24日起至2021年9月23日止。

2020年9月27日，京蓝沐禾与包头农商行签署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总金额为11,700万元，

贷款期限自2020年9月27日起，至2021年9月23日止。

2、2020年9月25日，公司与包头农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

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所担保的主债

权最高本金余额为17,800万元。 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实现债权的

费用等其他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3、2020年9月27日，京蓝沐禾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合同》，京蓝沐禾以其自有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期间为公司代京蓝沐禾向债权人偿还借款、利息及其他费用之日起两年，反担保范围包括公

司代京蓝沐禾清偿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等费用）以及公司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

上述担保及反担保为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构成对外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京蓝沐禾提供担保，可以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京蓝生态

持有其76.92%股权， 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

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

禾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京蓝沐禾为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京蓝沐禾信用状

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和偿债能力。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担保风险可控，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本次担保生效后， 公司已审批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08,

938.99万元；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指对尚未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为

335,246.2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即2019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

例为72.32%；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7,725万元，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即2019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5.98%。 逾期债务对应

的担保余额为3,136.28万元（指逾期未偿还的本金，不含利息、违约金）；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已判决

诉讼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257.40万元。

七、逾期及诉讼具体情况说明

（一）借款及担保情况

1、（1）2017年11月13日，京蓝沐禾与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瑞信托” ）签署了《借

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10月31日。 公司与百

瑞信托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后经各方沟通协商，对还款期限进行了调整。 但因京蓝沐禾未能在调整后的时间内完成还款义务，

京蓝沐禾及公司被申请执行，于2020年8月4日收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执行决定书，执行

金额为7,920.35万元。

收到执行书后，京蓝沐禾履行了约定的还款责任。2020年9月3日，百瑞信托与京蓝沐禾、公司及其他

担保方共同签署了《执行和解协议》，就剩余4,987.88万元本金达成还款计划，京蓝沐禾与各担保方对

协议约定的支付义务互付连带清偿责任，应于2021年3月31日前清偿全部债务。 百瑞信托向法院递交了

《撤销失信被执行人申请书》，北京三中院撤销了对公司、京蓝沐禾等被申请人的强制执行，并于2020年

9月24日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该笔诉讼已解决完毕，该笔融资担保金额也不再计入涉诉担保金额。

（2）公司于2017年7月14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为京蓝沐禾提供不

超过15亿元担保额度事项，上述担保在此额度范围内。

2、（1）2018年1月12日，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园林” ）与天津启迪桑德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桑德租赁” ）签署了《融资回租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合同

总额为495.9万元，租赁期36个月。

2018年1月12日，北方园林与启迪桑德租赁签署了《国内保理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应收账

款转让金额为5,550万元。

公司与启迪桑德租赁签署了《担保书》，为上述两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自主

合同项下所有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两笔融资合计本金3,136.28万元尚未归还。 启迪桑德租赁就《融资回租合

同》 项下所涉及的到期未付租赁及逾期利息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金额为257.40万

元。 目前，本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正在积极协调中，有望近期圆满解决。

（2）公司于2017年8月15日召开的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北方园林提供不

超过15亿元担保额度事项，上述担保在此额度范围内。

（二）逾期原因、后续应对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1、京蓝沐禾、北方园林因业主方未及时结清项目款项，导致归还贷款的资金来源紧张，因此未能如

期还款。

2、目前，京蓝沐禾已与百瑞信托完成和解，且所涉诉讼已解决完毕；北方园林正在履行还款义务。 京

蓝沐禾、北方园林将积极应对还款事宜，妥善处理涉诉债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加强对下属公司的管理，督

促下属公司加大完工结算、催收清欠的力度；做好资金计划及应急预案，避免逾期债务的发生；积极拓展

业务，完善商业模式，改善经营性现金流，提升经营质量，促进公司良性健康发展。

3、本次逾期债务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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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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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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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报告期：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重大资产出售前 重大资产出售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35,000万元至25,000万元 亏损：11,202.57万元 亏损：11,703.4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1元/股至0.22元/股 亏损：0.10�元/股 亏损：0.10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报告期：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重大资产出售前 重大资产出售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12,650万元至8,650万元 亏损：3,289.55万元 亏损：3,790.4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1元/股至0.08元/股 亏损：0.03元/股 亏损：0.03元/股

注：为聚焦业务于网络安全领域，提升资产质量及效益，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包括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南洋电缆

有限公司100%股权、南洋电缆（天津）有限公司100%股权、广东南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95%股权和广

州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截至2020年9月8日，本次交易相关标的已

交割完毕。 自2020年9月起，标的资产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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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因实施重大资产出售而计提所得税费用12,083.61万元；

2、本期项目进度延缓，导致收入确认延后；3、公司持续加大产品研发，积极开拓市场，投入的成本和费用

增加。

公司网络安全业务第三季度项目进度开始恢复， 主营业务收入和新增合同金额同比都有较大幅度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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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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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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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2020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0年9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

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

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并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

集委托投票权；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就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就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出具了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二）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并在公司官网 (www.

nanyangcable.com)对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为2020年9月9日起至2020年9月20

日，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 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向监事会反馈意见。 截至2020年9月20日公示期满，

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公司于2020年9月22日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三）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

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9月8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于2020年9月23日披露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2020年9月28日，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

司实施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

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

励计划及相关议案后，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披露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

励计划。

（四）2020年9月29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权益数量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2020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授予公告。

二、股票期权的授予情况

（一）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二）授予日：2020年9月29日；

（三）行权价格：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7.96元/份；

（四）授予人数及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向382名激励对象授予699.4783万份股票期权，包括公司公

告本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下属子公司）任职的符合条件的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获授的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382人）

699.4783 100.00% 0.6002%

合计 699.4783 100.00% 0.6002%

（五）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等待期、行权安排

1、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所有股票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最

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 激励

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股票期权在行权前激励对象不享受投票权和表决

权，同时也不参与股票红利、股息的分配。

3、股票期权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安排如表所示：

行权安排 行权时间 行权比例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期股票期权，

由公司注销。

（六）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2020-2022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

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业绩考核目标

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6.5亿元；

股票期权

第二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1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20%；

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7.5亿元；

股票期权

第三个行权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以2019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2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

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8.5亿元。

说明：上述“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 是指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天融信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且“净利润” 需要剔除本次及其他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

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 所有激励对象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 由公司注

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在薪酬考核委员会的指导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激励对象分年度进行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确定

其行权的比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行权额度=个人层面行权比例×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

激励对象的绩效评价结果划分为A、B、C、D、E五个档次，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

表确定激励对象行权的比例：

评价结果 A B C D E

行权比例 100% 90% 80% 60% 0%

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评级为A、B、C、D，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

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例行权，当期未行权部分由公司注销；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结果为E，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 ，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的规定，取消该

激励对象当期行权额度，由公司注销。

（七）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后，将不会导致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三、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与前次经董事会审议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情况一致。

四、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完成情况

期权代码：037879

期权简称：南洋JLC2

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时间：2020年10月14日。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553

（

200553

） 证券简称：安道麦

A

（

B

） 公告编号：

2020-54

号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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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2020年1-9月）

上年同期报告数据

（2019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15亿元– 2.36亿元

盈利：7.95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0.3%�-�7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887元–0.0973元 盈利：0.3248元

项目 本报告期（2020年7-9月）

上年同期报告数据

（2019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000万元– 3100万元

盈利：2.06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5.0%�-�95.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044元–0.0131元 盈利：0.0842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第三季度在销量稳固增长的带动下以美元与人民币计算的销售额都将升至历史新高，前

三季度因此也将实现销售额增长。 尽管全球各国货币在第三季度对美元汇率略有回弹， 但总体上仍比

2019年同期疲软，继续压制销售额的增长，并严重影响本季度与前三季度以美元计算的利润率。

销售额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以固定汇率计算的本季度销售额在销量实现两位数增幅的强劲势头带动下预计

增长12％，前三季度增长8％。

公司预计本季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表现强劲的拉美区，该区域整体销量增长强健，拉动销售

额增长；尽管因新冠疫情的广泛传播区域各国受到诸多限制，但公司在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

及巴拉圭仍表现卓著，在秘鲁完成的收购项目也为销售增长助力。 印度、中东及非洲区业务继续增长，印

度的业务受惠于季风降雨高于均值且种植条件良好而业绩领先。 亚太区预计也将实现强劲增长，其中澳

大利亚的业绩引人注目，新西兰与韩国增长表现稳健。 公司预计中国区将实现小幅增长，品牌制剂产品

销售表现持续强劲，但中国生产商普遍增加供应，打压了精细化工与中间体产品价格，中国区的精细化

工与中间体利润受压。 公司预计消费者与专业解决方案业务将做出可观贡献，该项业务将继续克服年内

的新冠疫情挑战、实现强劲复苏。

上述区域在三季度的稳固增长将弥补并超越欧洲销售预计有所下降的不利影响。 欧洲各国受极端

干旱的广泛影响，重点作物的正常用药受严重影响，公司近期的希腊收购项目对冲了一部分不利因素。

北美区植保业务销售额预计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美国出现多种破坏性天气条件：暴风雨肆虐中西部玉

米田；山火吞噬加州与俄勒冈州的果园和葡萄园，影响了重点杀虫剂产品的销售；得克萨斯州棉田受热

浪侵袭，被新冠疫情影响服装需求下降所打击的当地棉农雪上加霜。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以美元计算的销售额预计小幅上涨3%，前三季度增长1%（以人民币计算

增幅分别为2％和3％），体现出业务强劲增长仍然受到了多国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普遍疲软的严重影响。

毛利、营业利润与息税及折旧摊销前利润（下文简称“EBITDA” ）

公司预计第三季度毛利减少，原因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全球各国货币大幅走软，抵消且超出了销量增

长强劲与采购成本降低的有利影响。 营业利润与EBITDA亦相应出现下降，说明营业费用减少仅能弥补

一部分不利影响。

前三季度与此类似，各国货币显著疲软，预计对冲掉公司业务的强劲增长，导致各项利润指标较去

年同期均呈现下滑，也反映出公司尽管在新兴市场国家增长更为强劲，但所受全球货币走软的影响也更

为沉重。

净利润

三季度与前三季度的净利润预计将低于去年同期，主要原因是营业利润在此期间出现下降。 与此同

时财务费用增加也进一步影响了利润水平，原因是以色列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走高，导致以谢克尔计

价、与CPI关联的债券融资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与2019年相比升值，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头寸。此外，受巴

西雷亚尔大幅贬值影响，公司在本年第一季度产生了较高的税项费用。

公司第三季度与前三季度的列报净利润将继续受到部分一次性科目（主要为非现金性）的影响，影

响净额预计分别约为人民币1.26亿元和4.39亿元，主要包括：

（1） 2011年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安道麦农业解决方案有限公司的收购价格分摊的遗留摊销（非现

金性），三季度影响净额约为6600万元，前三季度约为1.� 99亿元。 此项摊销将于2020年年底结束。

（2） 与2017年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有关的转移资产的非现金性摊销费用， 三季度影响净额约为

5300万元，前三季度约为1.6亿元。 此项摊销对2020年全年的影响净额预计将从2019年的2.42亿元降至

2.13亿元，2021年预计进一步减少到1.58亿元。

（3） 公司以色列生产基地就部分员工提前退休计划计提一次性费用（主要于一季度），前三季度

影响净额约为7,000万元。

如果剔除上述一次性、非现金性项目的影响后，调整后净利润预计为：

●第三季度调整后净利润预计在1.36亿元至1.57亿元之间， 去年同期调整后净利润为2.96亿元；前

九个月调整后净利润预计在6.54亿元至6.75亿元之间，去年同期调整后净利润为11.83亿元；

●第三季度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预计在0.0572元至0.0659元之间， 前九个月预计在0.2698元至

0.2784元之间；去年第三季度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为0.1210元，前九个月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为0.4836

元；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团队基于现有初步财务数据的初步估算结果， 未经公司独立审计机构审

计或复核。由于公司在准备2020年前九个月及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时将对财务数据进行调整和分析，预告

数据有可能出现变化，准确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正式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财务

报告为准。

出于公司无法掌控的因素，上文涉及2021年非现金性摊销费用（与2017年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相

关的转移资产有关）的评估属前瞻性陈述，可能无法实现，或有可能实现方式与公司预估的方式不同。前

瞻性评估不以任何方式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任何实质性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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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cn)。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908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60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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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1）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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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0万元至8,320万元 亏损：-14,294.3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4.77%至158.2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27元/股至0.0946元/股 亏损：-0.1625元/股

（2）2020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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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5.34万元至-5,535.34万元 亏损：-20,597.7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3.81%至73.1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47元/股至-0.0629元/股 亏损：-0.234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海门慧聚药业有

限公司43.0086%股权转让给湖州富悦柏泽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湖州富悦信泽实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该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约2.2亿元所致，上述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2、公司认为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商誉存在减值迹象，通过一系列减值测试，

公司决定对大连德泽药业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不会对公司股票交易状态产生影响。

2、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本年度结束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商誉减值情况进行评估，并由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对商誉及其他各项资产减值情况进行审计，归属2020年度的商誉减值及其

他资产减值计提的具体金额将由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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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4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

000758

公告编号：

2020-084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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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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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前三季度（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业绩预告

项 目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700万元–5,200万元 亏损：11,16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33%-14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88元/股–0.0264元/股 亏损：0.0567元/股

其中，2020年第三季度（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业绩预告

项 目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4,279万元–2,779万元 亏损:19,25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78%�-�8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17元/股–0.0141元/股 亏损：0.097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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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与去年同期相比， 本报告期公司未发生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内部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

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12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2020-57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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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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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日-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9年1月1日-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60%-70%

盈利：2,549.93万元

盈利：764.98万元-1,019.9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100元-0.0133元 盈利：0.0332元

3、2020�年7月1日-9月30日的业绩预计

项目 2020年7月1日-9月30日 2019年7月1日-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227.31万元-312.55万元 盈利：2,841.3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030元-0.0041元 盈利：0.0370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受疫情影响，公司校园无线网络收入、学生住

宿餐饮等收入减少，导致公司教育板块净利润同比减少；（2）第三季度主销烟标产品的售价较上年同期

大幅下降，导致公司烟配板块净利润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

2、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

2020－65

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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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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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1）2020年1-9月预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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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8.27__万元–11,067.40万元 盈利：92,613.3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2.03%�-�88.0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110元/股–_0.1665元/股 盈利：1.3930元/股

（2）2020年7-9月预计业绩：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8,150.07_万元–4,460.94万元 盈利：72,403.1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1.26%�-�106.1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26元/股–_0.0671元/股 盈利：1.0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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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下降88.05%至92.03%，主要原因是：

1、上年同期处置香港公司股权,形成投资收益93,391.69万元；

2、本期竣工的项目主要是嘉兴花溪地项目、重庆半岛城邦项目、无锡崇悦府项目、惠州同创公寓项

目、花溪樾项目，与上年同期竣工结算项目相比，毛利率降低，导致公司报告期内业绩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计由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