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4/15

星期四

B02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875� � � �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1-013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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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深圳市安奈儿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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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256,842,735.41 1,326,622,371.23 -5.26

营业利润 -57,001,467.80 48,644,237.91 -217.18

利润总额 -56,809,757.97 48,966,019.74 -21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783,938.57 42,117,286.49 -213.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25 -2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4.86% -10.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159,540,310.40 1,237,039,099.79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41,700,376.85 887,758,779.36 -5.19

股本 170,375,626.00 131,713,803.00 2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94 6.74 -26.71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营业总收入根据新收入准则确认按照总额法填列；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按本期调整后的股本总额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25,684.27万元，同比下降5.26%；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78.39万元，同比下降213.45%。

2020年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下滑，公司直营为主的销售模式导

致对外租赁店铺涉及的相关人工费用、租金及管理费等费用仍较为刚性，公司对长期股权

投资余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都对当期净利润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公司2020年实施了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的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导致公司股本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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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1月27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

中预计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2020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

暂停上市、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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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75�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1-014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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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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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万元—4,500.00万元

亏损：92.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403.85%-4,941.8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元/股—0.28元/股 亏损：0.0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一季度，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收入下滑，净利润出现亏损。2021年，全国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终端消费持续恢复。公司2021年一季度销售情况恢复良好，毛利率稳步回

升，公司继续加强费用控制，费用率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75� � � �证券简称：安奈儿 公告编号：2021-015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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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1日

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流动资金充足，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将

上述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奈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15� � � � �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21-027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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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浙江中欣氟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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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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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094,245.39 709,123,740.53 45.83%

营业利润 149,790,142.82 -22,761,143.07 758.10%

利润总额 148,216,033.27 -20,973,666.53 80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433,124.12 -54,697,278.08 32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 -0.31 293.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3% -10.14% 22.1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总资产 1,608,291,049.75 1,865,413,538.81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6,903,627.16 1,057,169,689.98 -3.81%

股本 204,020,455.00 142,161,423.00 4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98 7.44 -3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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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83%；实现营业利润14,979.0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8.10%；实现利润总额14,821.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6.6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43.3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27.49%； 基本每股收益0.6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3.5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2.03%，较上年同期增长22.17%个百分

点；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扭亏为盈，主要原因系：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2.53亿元，同时去年子公司福建中欣氟材高宝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福建高宝矿业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宝科技” ）原股东因未完成业绩承诺履行补偿义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16,469.92万元，对应股份已于2020年5月回购并注销。 上述商誉减值金额高于业绩补偿金

额，导致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2、报告期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系1）公司本部加

快业务拓展,主营业务继续增长，营业收入与利润率同步增长。 随着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的增

长，促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 2）子公司高宝科技于2019年9月重组完成并纳入

公司合并范围， 上年仅纳入公司合并报表的时间仅2019年9月至12月，2020年度全年财务数据

纳入了公司合并报表。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16.08�亿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减少-13.78%；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7�亿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减少-3.81%；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减少主要系报告期内2019年高宝科技因未完成业绩承诺履行补偿义务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16,469.92万元，对应股份已于2020年5月回购并注销,减少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

积；公司股本20,402.05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43.51%，主要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98元，较本报告期期初下降-33.06%，主要系公司股

本数增加，每股净资产相应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度业绩预

告》中，预计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盈利：10,500万元–12,500万元。 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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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就本

次业绩快报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快报相关财务数

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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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15� � � � � � � �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2021-028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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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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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0.00万元–3,900.00万元

盈利：812.0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55.63%-380.26%

基本每股收益 0.1814元/股–0.1912元/股 盈利：0.05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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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交通限制导致原料、产品

无法正常运输，从而使公司一季度经营业绩降低。

2021年一季度，公司坚定不移的贯彻重点战略布局，在保持现有核心业务基础上，持续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链横向纵向整合，同时不断加大创新力度，多措并举拓展优势业务，提高

运营效率，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利润比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子公司福建中欣氟材高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宝科技” ）的产品氢氟酸行业出

现回暖，市场趋势良好，同时2020年公司硫酸线的扩产建成，2021年一季度外销硫酸产量上升，

其次硫铁矿的涨价带动了硫酸价格上涨，使公司经营状况逐步好转。

3、报告期内，中欣本部产品结构继续调整，随着公司本部募投项目产能逐步释放及公司持

续完善内部管理体系，推行精细化管理、提质降本增效，一季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1.04%。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46� � � � � � �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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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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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减少：58.74%-64.90%

盈利：16,238.82万元

盈利：5,700.00万元-6,70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0元/股–0.12元/股 盈利：0.3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的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因白羽肉鸡延续了 2019� 年的好行情，鸡肉产品的平均价格较高。

2021年第一季度，白羽肉鸡行情从2020年的低落行情开始逐步回升，但鸡肉产品的平均价

格仍低于2020年第一季度。 受鸡肉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收入

同比下降。

受玉米和豆粕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销售成本同比上

升。

综上因素影响，导致2021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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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1年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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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67�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1-039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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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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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20.00万元–160.00万元

亏损：4,501.0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2.67%-103.5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16元/股–0.0021元/股 亏损：0.07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预计增长102.67%-103.55%，主

要在于：与去年同期相比，疫情影响基本消除，2021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主要产

品销量的持续增长，以及新增的业务项目也在开始起量，进而驱动一季度业绩整体增长；同

时财务费用相比同期的大幅降低，对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贡献较

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2、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以公司披露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57� � �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公告编号：2021-009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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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7,596,309.52 6,741,281,369.40 -34.62%

营业利润 18,333,104.55 36,580,707.46 -49.88%

利润总额 24,818,673.14 43,773,370.31 -4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502,823.92 33,071,857.49 -2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96 0.0558 -2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5% 1.22% -0.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491,791,734.06 12,070,492,594.77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771,516,295.55 2,738,757,814.17 1.20%

股 本 592,903,936.00 592,903,93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67 4.62 1.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0,759.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2%；实现营

业利润1,833.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88%；实现利润总额2,481.87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43.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350.28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28.93%；基本每股收益0.039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96%。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

主要原因如下：

1、客运市场受到民航、高铁、私家车、网约车的替代竞争，市场萎缩，同时年初国

内疫情严重影响到公共出行和客运旅游市场，客车需求出现较大程度下降。

2、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影响冲击全球经济，海外市场整体需求出现

较大幅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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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确认，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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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 � �公告编号:2021-010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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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1—3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

至2021年3月31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

日至 2020年3月31日）

增减变动比例

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

亏损3,400万元—4,700万

元

盈利385.62万元 不适用

每股收益 亏损0.057元—0.0793元 0.0065元 不适用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境外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影响，公司订单不足，销量下降，同时产品毛利率水平

较同期下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1-016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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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34,596.32 118,269.94 98.36

营业利润 9,860.18 5,960.82 65.42

利润总额 8,217.24 3,006.16 17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08.05 3,003.83 239.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90 0.0261 24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7% 0.75% 1.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841,985.85 654,483.02 2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17,991.20 408,614.82 2.29

股本 115,151.36 115,15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63 3.55 2.2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34,596.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36%；利润总

额8,217.2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7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

208.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9.83%；基本每股收益0.0890元/股，较上年同期增加

241.00%。 上述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1、2020年度，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

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公司生猪业务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幅较大；2、因加强销售力

度，公司屠宰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幅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3日披露了 《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1-002）和2021年1月28日披露了《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补充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3），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的预计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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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 � �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21-017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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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01日至2021年03月31日

2、预计业绩：√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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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万元-5,000万元

盈利：2,232.1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01.60%-124.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91元/股-0.0434元/股 盈利：0.019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生猪出栏量同比大幅提高，生猪板块经营业绩同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 � � �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2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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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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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64,

550.37

1,713,623,

496.48

17.54

营业利润 32,543,760.85 2,621,186.65 1,141.57

利润总额 31,172,116.03 1,215,462.25 2,46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621,106.27 13,505,413.43 17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04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9 1.07 1.8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43,324,

930.60

2,593,933,

782.12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87,674,

208.63

1,250,860,

873.60

2.94

股本 374,260,373.00 374,235,028.00 0.0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4406 3.342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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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2020年度各项经营计划，全力、有序地推进各项业务

发展。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1,426.46万元，同比增长17.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662.11万元，同比增长171.16%，主要系经营规模增长、产品结构优化、

经营效率提升带来的盈利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74,332.79万元，较报告期初259,393.38万元增长5.76%。 报

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8,767.42万元，较报告期初125,086.09万

元增长2.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20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59.16%至233.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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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 �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3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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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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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950万元 亏损：1,354.1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14元/股–0.0254元/股 亏损：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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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及市场开拓等方面持续投入，共同带动公司销售额及利

润的稳步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3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4

债券代码：128117� � � � � � � � � � �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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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89号文核准，同意本公司向社会公

众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人民币普通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5.28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20,

880,000.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

师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28,709,433.98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292,170,566.02元（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于2016年12月30日出具众环验字（2016）010160验

资报告。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0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2日向

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规模为3.6亿元，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100元，共计360万张，按面值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60,000,0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佣金、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用评级费用、信息披露费用等发行费用

（不含税）合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3,824,528.2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予以验证并于2020年7月8日出具众环验字[2020]

010038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 并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烟台龙口支行营

业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西城支行、中信银行烟台龙口支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鉴于“改性塑料扩建项目” 和“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两个募集资金项目已建设

完毕， 与该两个募集资金项目对应的工商银行烟台龙口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中信

银行烟台龙口支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已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

司将上述两个项目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23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关于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2019-039）。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

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

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 公司于2019年11

月22日公司分别与保荐机构申港证券以及剩余两个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西城支行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以保证专款专用。 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11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公告》（2019-082）。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 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与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2016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鉴于公司“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TPV）扩建项目”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存放的募

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对以下专项账户进行

销户。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注销前余额

（元）

高性能热塑性弹性体

（TPV）扩建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龙口支行

37050166688009777777 10,989,388.96

公司于2021年3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

户，并将该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

户手续。 公司及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二）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鉴于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

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为规范募集资金账户的管理，公司对以下专项账户进行销户。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注销前余额（元）

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烟台龙口支行

535902310410504 79,483.4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专户余额已转入公

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及保荐机构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龙口支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须经过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外，公司其他募集资金专户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四、备查文件

撤销银行结算账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21-018

债券代码:128090� � � � � � �债券简称:汽模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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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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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3,850.91 216,871.33 -38.28%

营业利润 -96,801.19 3,399.53 -2947.49%

利润总额 -95,865.67 6,019.94 -169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506.01 8,913.14 -104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0.10 -1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88% 3.40% -39.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53,585.10 586,987.29 -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04,193.23 266,846.43 -23.48%

股本（万股） 95,100.61 92,085.11 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15 2.90 -25.8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850.9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28%；营业利润

-96,801.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47.49%，利润总额为-95,865.67�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692.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4,506.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048.11%。 受汽车行业增速放缓、新车开发周期波动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等

因素影响，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下滑，主要影响情况如下：

（1）汽车模具在执行项目进展不及预期。 公司国内客户和海外客户因疫情影响出

现暂时性停产停工，在产项目生产进度和母线调试工作无法按期进行，部分在手订单执

行进度不及预期，从而导致模具业务当期销售规模明显下降。 其中，新冠疫情对海外客

户订单的影响较为突出， 公司2020年计划发货的4.73亿元海外市场订单未能按照项目

计划如期进行模具设计、生产、发货和终验收，造成模具销售规模下滑明显。

（2）受欧洲整车开发减少导致模具市场需求下滑、模具制造产能逐步向中国、韩国

等亚洲低成本国家转移、 德国劳动力成本始终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TQM-EU近几年

业务下滑，出现持续亏损。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出现

大面积停工停产，新车开发速度放缓，TQM-EU订单大幅下滑，亏损进一步扩大，运营

资金周转困难，出现了支付不能的情形。根据德国法律的有关规定，TQM-EU总经理已

于2020年12月21日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

由于TQM-EU破产后，剩余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优先债权。 并且公司债权为次级

偿付债权，预计到期后回收的可能性很小。 公司根据破产管理人提供的最新资料进行初

步测算，预计减值后减少公司2020年净利润1.39亿元。

单项应收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 受汽车行业竞争加剧和新冠疫情的

双重影响，公司2020年部分下游客户经营不善且融资困难，甚至于个别客户出现了破产

重整的情形，其项目陆续出现暂停或终止的情形，项目进度款和应收款的回收变得极其

困难。 结合客户的经营状况、以及与客户沟通结果等综合因素，公司拟分别按单项计提

应收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预计减少公司2020年净利润1.40亿元。

拟对参股公司浙江时空能源技术有限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受换电型新能

源网约车增长乏力、新能源汽车补贴逐渐退坡以及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浙江时空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时空能源）2020年经营业绩大幅下滑。 结合时空能源的经营情

况，综合考虑到换电车型网约车产销量增长乏力，时空能源的产品定位和目标市场面临

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对其未来发展预期持谨慎态度。

本公司聘请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时空能源在2020年12月31日的股

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根据与机构最新沟通，拟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时空能源

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时空能源100%股权市场价值为

5.40亿元。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拟计提时空能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6.10亿元。

2、财务状况说明

受新冠病毒疫情影响，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53,585.10万元，较2019年末下降

了5.69%；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04,193.23� 万元，较2019

年末下降了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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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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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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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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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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业绩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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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至1000万元 亏损：9,826.5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随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的逐渐减弱，公司汽车模具和冲压等主营

项业务正常运营，亏损大幅收窄。 受汽车模具生产周期较长、海外项目终验收依然无法

顺利进行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期汽车模具业务销售规模不大；公司冲压业务恢复较好

并有所增长；公司参股公司东风实业有限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贡献了较好

的投资收益。

三、其它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