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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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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推荐，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段国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简历如下：

段国岩，男，1980年6月出生，2004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管理学院，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任长白山管委会办公室

党工委（常务）秘书，2019年2月至2019年5月任长白山管委会信息中心技术服务室主任，2019年5月至2021年2月任长白

山管委会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2021年3月取得董秘资格证书。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段国岩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获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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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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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4月1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4月9日以专人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6人，有效表决票为6票，参与表决的董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

召开、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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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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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1,895,7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9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昆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

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许广春因公出差未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段国岩出席；副总经理仇永光、孙青春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财务预算方案及经营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895,716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58,533,060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3,362,656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审议《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

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33,362,656 100 0 0 0 0

6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

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3,362,656 100 0 0 0 0

7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33,362,656 100 0 0 0 0

9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3,362,656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隋海波 张彦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吉林兢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程

序、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白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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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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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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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8,729,456.34 6,458,337,888.66 5.43%

营业利润 1,353,722,192.81 180,388,602.62 650.45%

利润总额 1,328,454,675.09 150,318,428.75 78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8,469,209.25 135,442,537.61 74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7,259,830.32 148,502,681.07 30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7 0.17 7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4% 3.81% 23.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516,227,987.83 10,521,029,238.76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870,125,631.95 3,711,591,728.97 31.21%

股 本 797,589,304.00 775,464,304.00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11 4.79 27.5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和挑战。 在行业发展环境及其艰难的情况下，国内

轮胎行业各企业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有序推进结构优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和

竞争力培育等工作，加之橡胶、炭黑、骨架材料等原材料价格在前三季度相对处于低位，保证了轮胎企业尚有较好的利

润，行业整体运行稳中向好。

面对疫情困难，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奋力拼搏，坚持年初既定的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动摇，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狠抓现场生产、市场销售和机制创新，整体产能一直处于饱满的状态，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2020年度，公司完

成轮胎产量657.96万条，较上年增长10.15%；完成轮胎销售664.57万条，较上年增长9.53%；实现营业总收入68.09亿元，较

上年增长5.43%；利润总额132,845.46万元，较上年增长783.76%。

本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783.76%，主要原因：一是本期确认一期房屋征收补偿收入99,141.69万元，扣除相关

资产的净值和发生的搬迁费用后，实现资产处置收益69,143.89万元；二是2020年前三季度原材料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

处于低位，加之公司内部产品结构调整及精细化管理等措施成效明显，主营业务毛利率上升，使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31.21%，主要是本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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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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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 � � � �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2021-011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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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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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0万元–11,900万元 盈利：3,465.9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5.64%-243.3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28元/股–0.153元/股 盈利：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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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产销基数较低；二是第一季度轮

胎产销量、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营业务利润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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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882� � � � � �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7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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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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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1.1-2021.3.31）

上年同期

（2020.1.1-2020.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约160万元～240万元 亏损：11217.7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06元/股～0.0009元/股 亏损：0.0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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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公司购物中心业务及影院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收入及利润大幅下降。 2021年第一季度，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消费市场逐步恢复，导致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业绩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0882�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8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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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808,086.40 1,254,140,161.58 -29.05%

营业利润 33,642,985.07 65,551,931.30 -48.68%

利润总额 27,429,543.46 57,695,996.98 -5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38,678.53 48,141,883.18 -5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87 0.0176 -5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60% -0.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262,720,481.36 13,945,903,280.89 -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034,928,899.98 8,097,673,064.55 -0.77%

股 本 2,737,351,947.00 2,737,351,94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4 2.96 -0.7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89,808,086.40元，较上年下降29.05%；实现营业利润33,642,985.07元，较上年下降

48.68%；实现利润总额27,429,543.46元，较上年下降52.4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38,678.53元，

较上年下降50.69%；基本每股收益0.0087元，较上年下降50.69%。

上述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2020年度，公司购物中心业务及影院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导致公司报

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报告期内各项成本费用均有所下降。综上

导致公司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降。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262,720,481.36元，较期初下降19.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034,928,

899.98元，较期初下降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94元，较期初下降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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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5） 不存在较大差

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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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2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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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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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981.16 298,654.62 -21.32%

营业利润 4,359.44 4,301.82 1.34%

利润总额 4,451.16 4,507.23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0.62 1,418.29 168.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03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0.99% 1.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82,254.86 266,355.98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4,020.01 142,445.71 1.11%

股 本 52,813.96 52,813.9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73 2.70 1.11%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 但疫情对众多外

贸型企业及纺织服装行业冲击巨大，出口市场基本陷入停滞，下游需求疲软，传导至上游原材料市场，公司切片、民用纺

丝等产品市场需求低迷，导致公司销售量价齐跌，库存压力巨大。 此外，2020年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暴跌，公司采购管理

压力巨大，计提了大量存货跌价准备。 多种因素叠加造成 2020�年上半年经营亏损。

自 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市场行情有所恢复，产销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毛利增加。 第四季度在大宗原料价

格快速上涨带动下，下游产销畅旺，库存产品售价快速上涨，效益大幅增长，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同时，公司为

了盘活资产，出售了部分下属子公司股权，增加了公司的投资收益。

在2020年，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加剧，价格振幅较大，公司紧盯市场、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基本完成了公司年度经营

目标。 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约3810.62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68.68%，每股收益0.07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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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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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3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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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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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万元--2,300万元

亏损：4,320.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1.66%--153.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750万元—2,250万元

亏损：6,226.7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8.10%--136.1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元/股–0.04元/股 亏损：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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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春节长假复工后，纺织原材料市场开启价格暴涨行情，由于公司下游客户假期开工率较高，需求带动

供应紧张，价格节节推涨，销售量价齐升，公司毛利比去年同期增幅较大，公司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一

季度报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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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421� � � � � � � �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1-05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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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及会计师事务所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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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965.38 359,370.25 90.32%

营业利润 85,844.90 25,348.65 238.66%

利润总额 85,374.95 23,940.60 25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08.29 10,121.08 12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31 0.1767 122.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3.93% 4.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99,497.27 1,213,015.21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9,552.65 260,191.28 7.44%

股 本 57,264.69 57,264.6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818 4.5437 7.4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及严峻挑战，公司相关产业经营活动也遭遇了巨大的压

力和考验。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挑战，公司坚持稳健务实的经营理念，紧紧围绕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以

及2020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公司上下的整体疫情防控与生产经营工作,积极研究市场，本着控制风险、科学决策、效

益最优的原则，稳妥参与土地竞拍，竞得南京NO.新区2020G03地块，并对现有的项目实施统筹综合管理。 在传统的客运

领域，积极响应政府“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的理念，引领以新能源车辆从事巡游出租客运服务。 在能源产业领域，全面

落实市委市政府“四新” 行动计划，坚持防疫和经营齐抓共管，推进燃气保供设施建设，针对性的补齐燃气安全韧性短

板，并积极拓展绿色能源综合管理以及延伸业务。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3,965.38万元、营业利润85,844.90万元、利润总额85,374.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2,508.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的主要原因系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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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245.82万

元至25,736.74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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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421� � � � � � � � �股票简称：南京公用 公告编号：2021-06

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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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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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35万元–2,089.75万元

盈利：435.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7.47%-379.9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57元/股-0.0365元/股 盈利：0.0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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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燃气销售量及销售单价较上年同期增加，燃气销售利

润增加。

2、上年同期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各产业复工复产时间延迟，收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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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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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76�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利谱 公告编号：2021-032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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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1年4月1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上午9:15至2021年4月14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楼村社区第二工业区同富一路5号第1－9栋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建军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8日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人，代表股份45,537,2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6.4882%。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总数45,364,1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349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73,0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87％。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6人，代表股份174,5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139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537,2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4,5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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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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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增加4.90�亿元－5.50亿元，同比增长440%-50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

4.90亿元－5.50亿元，同比增长440%-50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3.90亿元－4.40亿元，同比增长

520%－60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63亿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的增长，主要是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等原因，公司能源装备、工业装备及集成服务三大业务

板块的销售量较低，而报告期内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的销售量增长，使本期经营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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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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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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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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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77,918,00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电气” ）于

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非公开发行的877,918,006股限售股，限

售期满解禁上市流通。

（一）核准时间

2017年7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0号），核准公司向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发行877,918,006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股份登记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0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总公司” )。 电气总公司认购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海电气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电气总公司持有上海电气股票

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鉴于上海电气股票于2017年11月16日至2017年12月13日期间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且交易完成

后6个月期末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触发了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对此，电气总公司承诺延长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877,

918,006股限售股锁定期6个月至2021年4月19日， 在延长的锁定期内不得转让上述股份。 以上承诺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年8月27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关于控股股东延长2016年及2017年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的公告》。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年10月19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完成登记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由14,309,080,444

股增至15,705,971,092股。 股本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股合计416,

088,765股；

2）公司于2019年实施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限制性股票合计133,578,000股；

3） 公司于2020年实施对不再符合激励范围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合计7,416,

000股；

4）公司于2020年回购注销公司H股股份48,430,000股；

5）公司在此期间已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A股股份合计903,069,883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电气总公司承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相关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海电气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电气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同时，电气总公司

承诺由于上海电气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海电气之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出具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

意见》。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77,918,006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4月20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877,918,006 5.59% 877,918,006 0

合计 877,918,006 5.59% 877,918,006 0

注：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2017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限售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877,918,006 -877,918,006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6,162,000 0 126,162,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04,080,006 -877,918,006 126,162,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1,777,409,086 877,918,006 12,655,327,092

H股 2,924,482,000 0 2,924,482,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701,891,086 877,918,006 15,579,809,092

股份总额 15,705,971,092 0 15,705,971,092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

分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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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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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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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万元—500万元 亏损：4,441.9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40元/股—0.0052元/股 亏损：0.04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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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医药行业政策的发展变化，优化了产品结构，对销售体系进行了调整，市场前期投入开始产生

效果，提升了经营质量和盈利水平。

2、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已基本控制，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销售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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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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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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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1,180.24 197,720.64 -43.77

营业利润 -33,794.09 -201,262.46 83.21

利润总额 -35,452.34 -201,274.47 8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78.26 -204,189.04 82.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2.11 82.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3% -57.92% 43.2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03,361.79 469,804.84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7,214.83 263,093.09 -13.64

股 本 96,649.47 96,649.4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35 2.72 -13.60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111,180.24�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35,878.2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亏约167,468.37万元。

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3.77%，主要系：（1）2019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政策，其中国家医

保局出台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卫生健康委出台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

药品目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内容，涉及公司子公司的主

要产品，并对其实际经营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2）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受到短期冲击，导致产品

市场销售下降。

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83.21%、82.39%、82.43%，主要系根据国

家医药相关政策变化，本着谨慎原则，2019年度公司计提商誉减值205,632.03万元，本期无此事项发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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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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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20年度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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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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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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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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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304,234,309.56 9,265,767,751.41 11.21%

营业利润 542,110,179.98 840,292,130.46 -35.49%

利润总额 535,361,431.80 862,239,712.15 -3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18,171,573.28 611,313,601.66 -31.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69 1.0481 -31.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87% 15.49% -5.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715,629,599.90 7,652,189,679.74 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4,189,444,543.84 4,222,231,510.63 -0.78%

股 本 583,280,278.00 583,280,2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7.1826 7.2388 -0.78%

注：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

初(即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上述所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

“本报告期初”指2020年1月1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0,423.43万元，较上年增长11.21%；营业利润54,211.02万元，较上年减少

35.49%； 利润总额53,536.14万元， 较上年减少3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817.16万元， 较上年减少

31.59%。

（二）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71,562.96万元，较年初增长13.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8，944.45万元，较年初减少0.78%。

（三）2020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度有所增长，但因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公司部分行业客户需求无法

释放和落地，导致公司营业收入的产品结构有所变化，综合毛利率下降。 同时公司为长远发展，保持研发投入，导致净利

润下降。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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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审计报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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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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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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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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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万元–4400万元 亏损：-5370.4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83元/股–0.0754元/股 亏损：-0.09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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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上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政府相继出台并要求严格执行关于延迟复工、限制物流及人员流动等

疫情防控政策。下游客户存在滞后复工、招投标延后，营业收入下降，净利润亏损。本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有效

控制，本年一季度公司经营保持稳健成长态势，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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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2021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准。

五、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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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信息披露

2021/4/15

星期四

B037

Disclos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