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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1� � � � �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6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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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76,540,922.23 1,459,618,234.55 8.01%

营业利润 -167,678,192.15 206,854,823.93 -181.06%

利润总额 -171,987,381.12 206,570,421.39 -18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8,180,376.35 168,576,777.26 -211.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67 0.4091 -211.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8% 8.01% -16.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847,088,428.56 3,228,605,273.87 -1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47,976,149.93 2,183,029,029.85 -6.19%

股 本 412,072,469.00 412,072,46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4.9699 5.2977 -6.1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8.01%。

2、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181.06%、183.26%和211.63%，主要是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公司上下游企业复

工复产延迟，对项目施工及结算进度均有所影响，特别是子公司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东电子” ）的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3、报告期内，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影响，子公司华东电子和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赛英科技）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其未来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的要求，基于赛英科技未来经营环境不会发生重要变化的假

设条件下，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对合并华东电子和赛英科技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初步测试结

果，公司2020年度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866.69万元，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20年度损益，预计

相应减少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66.69万元 （最终商誉计提减值金额将由公

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1年1月29日披露的《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9）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 � �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67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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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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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00万元-1200.00万元

亏损：824.0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37元/股–0.0291元/股 亏损：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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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专注于交通信息化和军工电子信息行业， 下游客户主要是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和国内军工配套

企业等。 公司客户实行预算制管理，大多在上个自然年度的年底或当年年初进行资金的预算、审批和采

购计划的制定，下半年才开始具体的设备采购、项目验收等，并依据合同按照施工进度予以结算，导致公

司营业收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通常上半年收入较少， 大部分收入在下半年实

现。同时，因本期达到结算进度时点的项目大幅减少，从而导致公司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下滑，业绩

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最终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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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1-007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2019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60,540,367.98 1,558,030,855.95 -19.09%

扣除后营业收入 1,212,188,904.61 1,489,920,784.35 -18.64%

营业利润 -114,586,285.87 94,912,008.60 -220.73%

利润总额 -144,202,710.40 69,638,497.02 -30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191,698.45 18,069,754.51 -109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153,541,371.96 -35,799,431.62 -328.89%

基本每股收益 -0.1394 0.0141 -108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0% 2.61% -30.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98,332,430.62 2,376,334,069.03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4,162,614.75 736,403,033.50 -23.39%

股 本 1,285,702,520.00 1,285,702,5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44 0.57 -22.8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营业收入126,054万元；营业利润-11,45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7,919万元；总资产219,83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6,416万元。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及相关客户复工延迟，饮料市场需求疲软，致使我司销

售收入有所下降，对我司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2、由于疫情影响，经营环境变化，闲置资产可变现净值发生变动，本年计提减值准备7,721万元，比

去年同期多出6,909万元，最终减值准备计提金额，由审计机构审计后确认。

3、本年由于部分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的账龄增加，计提相应的信用减值损失增加，本年较去年同

期增加信用减值损失1,023万元。

3、去年同期因政府对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的原因，增加了同期非经常性收益8604万元，本报告期

未发生此类处置业务。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

要是由于前述的原因影响了本年经营业绩，致使各项利润指标同比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

作仍在进行中， 公司2020年度报告将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 届时将通过指定媒体发布2020年年度报

告。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1-008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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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3月31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日—3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900万元至1,100万元 亏损：3,76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70元/股至0.0086元/股 亏损：0.0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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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一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相关客户复工延迟，饮料市场需求疲软，对公司

业绩影响较大。本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基本恢复正常

运营,公司大力拓展新业务，优化产品结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取得较大的增长，业绩有所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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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1-1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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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8,679,256.43 225,085,720.88 1.60%

营业利润 -177,294,048.25 -41,722,806.69 -324.93%

利润总额 -178,177,328.42 7,630,326.81 -24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66,107,336.06 5,999,003.63 -2,86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50 0.0060 -2,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6% 1.14% -38.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713,822,584.91 3,786,291,400.06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62,632,223.29 528,843,162.26 -31.43%

股 本 1,006,671,464.00 1,006,671,46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0.36 0.53 -32.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度业绩出现重大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2020年度预计非经常性损益为357万元,主要是政府补助、对非金融企业收

取的资金占用费、资产处置收益等；2019年度确认非经常性损益11,054万元，主要是政府补助、非流动

资产处置收益等。

2.�疫情影响。 部分项目未能按期验收，成本费用中刚性支出比例高，业务毛利同比下降；客户资金

紧张，还款风险加剧，预计信用损失增加；个别企业阶段性停工停产。

3.资产减值损失影响。 通过对个别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进行资产评估，预计增加商誉减值损失和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1年1月27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9月11日、9月16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4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关于仲裁进展及财产保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53）。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理财协议纠纷一案，同方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仲

裁委申请裁决公司偿还其本息、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合计584,350,880.7元。

2020年11月1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首次开庭审理此案。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裁决结果。 基于上

述事实，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暂无法估计此仲裁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 � � �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1-16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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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至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日—2020年3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2,400�万元– 2,600万元

亏损：2,644.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38元/股–0.0258元/股 亏损： 0.0263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无较大变化。

四、风险提示

1、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2、重大仲裁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9月11日、9月16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4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关于仲裁进展及财产保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53）。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理财协议纠纷一案，同方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仲

裁委申请裁决公司偿还其本息、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合计584,350,880.7元。

2020年11月1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首次开庭审理此案。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裁决结果。 基于上

述事实，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暂无法估计此仲裁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399� � �股票简称：ST抚钢 编号：临 2021-022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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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4月16日

● 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4月15日停牌1天，2021年4月16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

●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由

“ST抚钢” 变更为“抚顺特钢” ，证券代码“600399” 保持不变，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由5%变更为10%。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公司A股股票简称由“ST抚钢” 变更为“抚顺特钢” ；

（二）证券代码仍为“600399” ；

（三）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1年4月16日。

二、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18年3月，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年5月，因公

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18

年9月，因公司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定期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和全体时任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予以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

2018年6月27日，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等财务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从“抚

顺特钢” 变更为“*ST抚钢” 。

2019年3月28日，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进行了逐项排查，公司净利润、净资产等指标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公司也不

触及其他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符合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于2019年4月3日同意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鉴于公司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情形，可能导致投

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2019年4月8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从“*ST抚钢” 变更为“ST抚钢” 。

2021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全年实现钢产量64.17万吨，钢材

产量50.46万吨，实现营业收入62.72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2亿元。 中

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有关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进行了逐项排查，经排查，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也不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或

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符合申请撤销公司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鉴于上述原因，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

于2021年4月14日同意了公司的申请。

三、撤销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4月15日停牌1

天，2021年4月16日起复牌并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价格的日

涨跌幅限制为10%，公司证券简称由“ST抚钢” 变更为“抚顺特钢” 。 公司股票撤销其他风

险警示后，将转出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其他风险提示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事项

2019年12月，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

147号）和《市场禁入决定书》（[2019]� 24号）。 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披露的《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临2019-054）。

2020年，公司以强化执行和持续改进内部控制制度为重点工作，公司正逐步建立健全

内部控制制度，但根据中国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市场禁入决定书》的相关

内容，公司仍面临中小股东索赔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整体承包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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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6日披露了《关于近期

整体承包项目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公司陆续中标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

客户的整体承包项目，中标金额合计10.45亿元（预计）。 其中公司中标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钢包

中包整体承包项目金额12,000万元，中标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包中包整体承包项目金额34,000万

元，项目期限均为3年。

目前，公司已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标项目的《产品买卖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85900369J

住所：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1号

法定代表人：吕铭

注册资本：392,698.355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黑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建筑材料（不含水泥）、矿石加工、销售；机电设备（不含特种

设备）制造，机械加工；生铁、钢锭、钢坯、钢材、球团、焦炭及炼焦化产品、炼钢副产品、水渣、铸铁件、铸锻

件、保温材料、耐火材料及制品、粒化高炉矿渣粉、水泥熟料粉的生产、销售；矿山投资；冶金废渣、废气综

合利用；冶金工程设计及工程承包；房地产开发；房屋、设备租赁；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进出口业务；电

力、燃气、水的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汽车运输；汽车维修；机械维修。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天然气、氨、硫磺、煤焦油、粗苯的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202852965T

住所：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江南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荣

注册资本：891,860.2267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板材、型材、线材、棒材、钢坯、薄板带；生产、销售焦炭及煤化工制品(不含

除芳香烃中加工用粗苯、溶剂用粗苯限生产外的危险化学品，须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生铁及水渣、钢渣、废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的合同

卖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买方：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1、合同项目：炼钢-连铸作业区中间包整体承包。

2、合同金额：按合格钢坯量计算。

3、合同期限：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4、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每月结算一次，以买方生产单位出具的合格钢坯产量证明、合同单价、考核

结果结算，卖方提供增值税发票，支付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

5、违约责任：双方的违约责任按照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执行。

6、合同争议的解决：合同出现争议时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合同签订地（买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同

供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需方：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合同项目：钢包精炼区耐材整体承包、连铸区耐材整体承包。

2、合同金额：32,208.00万元（含税）。

3、合同期限：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4、结算方式：每月结算一次，结算数量以需方炼钢厂每月出具的钢铁产量为准，供方提供增值税发

票给与支付，支付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

5、违约责任：双方的违约责任按照合同中的相应条款执行。

6、争议解决：因本合同或履行本合同产生的纠纷，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向合同履行地（需方所

在地）仲裁委员会或人民法院提起仲裁或诉讼。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两份合同含税金额44,208.00万元（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合同未明确金额，以中标金额

计算），其中影响2021年度金额合计14,736.00万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53%，该合同

的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上述两份合同金额较大、期限较长，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市场等影响

履行的不确定性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21–022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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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494,571,976.33 2,253,248,315.76 10.71%

营业利润 109,317,459.75 67,642,707.59 61.61%

利润总额 112,225,324.92 77,418,350.86 4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61,715.27 48,625,794.16 31.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64 0.0581 31.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2.26% 增加0.6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6,262,587,219.31 4,945,626,395.91 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36,001,451.51 2,180,413,213.36 2.55%

股本 837,640,035.00 837,640,03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67 2.60 2.69%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9,457.20�万元，同比增长10.71� %；营业利润10,931.75万元，同

比增长61.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6.17万元，同比增长31.54� %，主要原因为：

1．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体经济形势和行业带来的严峻挑战， 公司统筹资源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针对市场发生的新变化，乳品业务迅速调整销售方式，主动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通过线上线下融

合，打造公司新零售平台，实现全程冷链和无接触配送，在拓宽渠道、精准营销、安全送奶上开展新营销

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信息业务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挖掘与分析、云服务平台等领域，智能化工程项

目营业收入增长迅速。各项经营举措的落实最大程度的降低了疫情对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保持了业务

的稳定增长。

2．经初步测算，公司2020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

5,916.78万元，主要为收取宁波智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的资金占用费

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均有所增长。 公司本报告期

末总资产626,258.72万元，较期初增长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3,600.15万元，较

期初增长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67�元，较期初增长2.69�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披露2020年度业绩预告。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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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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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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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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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650万元 亏损：4,441.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1.26%�-114.6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60元/股-0.0078元/股 亏损：0.053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致使公司整体订单需求锐减，公司营业收入下降。 2021年

第一季度公司加强了在线上对新产品上市的支持和推广，拓宽新零售渠道，拓展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

核心的智慧城市、智慧园区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服务等多措并举，市场开拓成效明显，主要产品产、销量、

项目收入与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明显，公司经营业绩好转。

经初步测算，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

为800万元，主要为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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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928� � �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2021-009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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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

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27,891,755.42 5,407,112,960.26 -12.56%

营业利润 712,293,310.90 543,101,174.80 31.15%

利润总额 721,761,407.70 583,806,844.44 2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412,220.93 502,237,458.23 21.74%

基本每股收益 0.6385 0.5573 1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2% 21.15% -2.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501,678,660.23 9,794,823,583.26 1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936,767,024.78 2,781,925,570.44 41.51%

股本 1,013,567,644.00 600,750,000.00 6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8841 4.6308 -16.12%

注1：上表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相关规定，因2020年07月公司存在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情况，上表中列报的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由0.8360元/股调整为0.5573元/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简要说明

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出行旅客大幅减少，我国采取有效疫情防控措施，国内经济率先复

苏，国内航空客运需求也逐步恢复。 在遵守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大背景下，公司积极推动航班恢复，保证

支线机场的通达性。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2,789.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56%，主要系旅客需求减少，旅

客周转量同比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降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41.22万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21.74%，主要系公司积极推动航班恢复、优化航线结构、加强收益管理和成本管控，同时油价降

低进一步减少公司成本，从而实现经营利润小幅增长；同时，公司因出售并回租三架CRJ-900NG型飞机

产生资产处置收益，进一步增加公司净利润。

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150,167.8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393,676.70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41.51%，主要系公司盈利增加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所致。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原因说明：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利润 31.15%

主要系公司成本管控节约开支以及油价降低带来航油成本大幅

减少；同时，飞机出售导致营业利润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1.51% 系公司盈利增加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股本 68.72% 系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业绩快报披露之前，公司未预计2020年度业绩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中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请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28� � �证券简称：华夏航空 公告编号：2021-010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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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01日至2021年03月31日

2、预计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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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万元 –5,500.00万元 亏损：9,625.4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14元/股 – 0.0543元/股 亏损：0.1068元/股

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相关规定，因2020年07月公司存在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情况， 上表中列报的 “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进行了相应调整， 由亏损0.1602元/股调整为亏损

0.106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没有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

预沟通，双方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到疫情反复和疫情防控措施影响，旅客出行需求大幅下降，虽然公司积极采取措施应

对，但仍对公司经营造成较大影响；同时，因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影响，公司美元负债金额上升，且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中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请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相关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7� � � 证券简称：越秀金控 公告编号：2021-043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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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3月）

上年同期

（2020年1-3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52,000万元–58,000万元

盈利：352,51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盈利：52,000万元–58,000万元

盈利：24,6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11%-1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9元/股–0.211元/股 盈利：1.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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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上年同期完成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售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确认相关投资收益以及收到政府补助，相关事项对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为32.78亿元，该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是不良资产管理、

投资业务等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报告期财务数据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提醒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3月31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20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为了让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定于

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点在全景网举办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

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夏玉龙先生，独立董事罗珉先

生，董事、财务总监贾秀英女士，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杨先生，保荐代表人杨晓先

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15日（星期四）12：

00前访问http://ir.p5w.net/zj/，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