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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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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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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254,147.94 309,061.10 -17.77%

营业利润（万元） -34,192.31 -107,249.61 68.12%

利润总额（万元） -35,057.26 -107,766.24 6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602.64 -104,586.48 79.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58 7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22.79% 17.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711,582.52 755,263.18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

元）

385,198.81 406,624.85 -5.27%

总股本（万元） 179,589.05 179,589.0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2.14 2.26 -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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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47.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77%，营业利润-34,192.3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68.12%，利润总额-35,057.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7.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1,602.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9.34%，基本每股收益-0.12元/股，较上年同期上升79.31%。 各

项经营业绩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商誉减值情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因收购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

环保” ）形成商誉合计2.81亿元，累计已计提减值准备2.15亿元。 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宏观经

济环境下行压力及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的环保业务有所调整，承接业务减少，导致深蓝环保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及预期。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中国证监会《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经过分析测试，判断因收购深蓝环保形成的商誉

存在减值迹象，需要计提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拟计提金额约为人民币6,600万元。目前商誉减值测试的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公司本期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以最终的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2、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及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公司部分环保项目出现延

期和进度放缓。公司虽然在经营战略和业务模式上进行了调整，但行业环境的变化仍导致公司2020年整

体营业收入下滑，利润下降。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要求，依据谨慎性原则，经初步分析测试和评估，

除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外，公司2020年度拟计提其他减值损失，导致公司的利润下降。

4、转让公司持有的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净损失导致公司利润下降。

5、上年同期计提深蓝环保、博睿赛思形成的商誉的减值准备金额9.41亿元，本报告期拟计提深蓝环

保形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约为6,600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本年公司业绩同比上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7）预计公司2020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18,000万元至35,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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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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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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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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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长：71.47%至82.88%

亏损：3,505.22万元

亏损：600万元至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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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净利润下跌；随着我国疫情影响逐渐消退，今年以来公司积

极推动复工复产工作， 工程项目的承接与施工状况均有好转， 导致2021年一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上

升。

2、 报告期内公司收款表现良好，相应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3、 随着上年度偿还了公司债券以及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的减少，相应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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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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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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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9.43万元–4,376.50万元 盈利：5,470.6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0%�-�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10元/股 盈利：0.13元/股

注：公司2019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虽导致股本增加但不影响股东权益总额，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已

按规定使用最新股本重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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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技术服务与推广工作，全力服务市场、服务种植者、助力春

耕，预计销售收入和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增长。

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收到的存款利息收入较

去年同期减少；2、按实际利率法计提的可转债利息尚不满足资本化条件，全额计入财务费用；3、IPO项目

转固后计提折旧费用；4、山西浩之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因本期尚在整合，对公司净利润

尚未产生正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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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的结果， 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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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IPO募投项目通过农药生产许可验收

暨全资子公司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

《农药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IPO募投项目近期通过了《农药生产许可证》考核

验收，全资子公司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尔科技” ）取得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核发的《农

药生产许可证》。 本次主要涉及许可证生产地址由简阳市平泉镇变更为简阳市平泉街道龙佛大道500号

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后的《农药生产许可证》具体内容

编号：农药生许（川）0001号

生产企业名称：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5MA68HDG804

法定代表人：颜昌绪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泉街道龙佛大道500号

生产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平泉街道龙佛大道500号

生产范围：敌磺钠、苄氨基嘌呤、对氯苯氧乙酸钠、S-诱抗素、代森锰锌、代森锌、萘乙酸、2,4-滴、矮

壮素、抑芽丹、噻苯隆、2,4-滴钠盐、吲哚丁酸、氯吡脲、三十烷醇、硫酸铜（农用）、氯苯胺灵、甲哌鎓、胺

鲜酯、悬浮剂、可湿性粉剂、颗粒剂、水分散粒剂、水乳剂、乳油、可溶液剂、微乳剂、悬乳剂、热雾剂、片剂、

水剂、可溶粉剂、饵剂、粉剂、膏剂、超低容量液剂（20210407）、乳粉剂（20210407）、可溶粒剂

（20200407）

首次批准日期：2018年1月8日

有效期至：2023年1月7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润尔科技《农药生产许可证》变更后的生产地址即是“年产2100吨植物生长

调节剂原药生产线项目” 、“年产1.9万吨环保型农药制剂生产线项目” 等IPO募投项目以及“年产1万吨

园林花卉养护品项目”建设的新厂地址。上述农药生产许可证地址变更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

响，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农药生产许可证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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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

光股份” ）及全资子公司四川润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尔科技” ）2�件发明专利、1件实用新型

专利、7件外观设计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专利 证书号 专利权人

ZL20181151931

8.5

一种植物生长调节组合

物、制剂及其应用

2018年12月12日 20年 第4348605号 国光股份

ZL20181151927

6.5

一种喷涂型果实防日灼

保护剂组合物、 制剂及

其应用

2018年12月12日 20年 第4348196号 国光股份

ZL20202160888

0.8

一种超声喷雾器 2020年08月04日 10年

第 12896062

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7

9.4

包装袋（字母）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3705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7

8.X

包装瓶（数字）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5284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5

5.9

包装袋（润尔）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1816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214

9.8

包装袋（数字）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5286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5

0.6

包装袋（箭头）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3247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4

0.2

包装袋（奖杯）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5282号 润尔科技

ZL20203063104

6.X

包装瓶（箭头） 2020年10月22日 10年 第6465283号 润尔科技

上述专利的取得有利于提高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但专利转化尚需一定时间，不会对公司2021年的经

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共计拥有发明专利63件、实用新型专利66件、外观设计专利21件，其中1件

发明专利为国际专利，其余为国内专利。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简称：国网信通 证券代码：600131� �公告编号：2021-009号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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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9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 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4月14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10名，实际表决董事10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知悉本次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 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袁福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袁福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王振民先生、李晓慧女士、张东辉先生、刘利剑先生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倪平波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许元斌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许元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王振民先生、李晓慧女士、张东辉先生、刘利剑先生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扎实推进云网融合算力基础资源业务场景应用，根据公司发展和管理需求，公司董事会

同意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新设能源（碳资产）管理运营中心及能源数字化创新中心。 能

源（碳资产）管理运营中心主要负责“双碳” 目标下相关业务的咨询开发、交易，人工智能业务

应用的规划，财务共享产品等成熟业务产品的推广及运营；能源数字化创新中心主要负责围绕

工业互联网、智能网联车、智慧城市三个主要场景，进行数字化业务应用的市场探索、商业场景

设计与业务平台孵化。

特此公告。

国网信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附件：

一、袁福生先生简历

袁福生，男，1974年3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国电通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营销中心总监，江苏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南京电力成

套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南京南瑞集团公司营销中心副主任，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支部书记、党委书记，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网信基

础资源运营中心主任，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党组织书记、总经理，国网

思极紫光（青岛）云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直属纪委委

员、营销服务中心主任，国网思极飞天（兰州）云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

二、许元斌先生简历

许元斌，男，1970年10月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福建亿

力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主任、总工程师，国网信息通信有限公司国

网信通亿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信息通信研发中心主任，南瑞信

息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

总经理，国网信息通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运维中心主任、信息安全中心主

任，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监事。 现任安徽继远软件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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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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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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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844,855.60

1,253,725,

476.41

-39.07%

营业利润 -114,544,631.24 58,019,100.35 -297.43%

利润总额 -128,019,994.69 55,519,326.61 -33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300,456.11 36,118,264.29 -416.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40 0.0803 -41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1.52% -6.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663,122,

191.87

2,807,039,

883.12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46,173,886.89

2,372,242,

814.32

-5.31%

股 本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9915 5.2717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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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84.4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幅为39.07%；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430.0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幅为416.46%。

受新冠疫情影响，从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各地零售和餐饮终端基本处于停业状态，春节传统

的走亲访友和大规模家庭聚会基本停滞，严重影响了春节期间的产品动销；跨省旅游在7�月下

旬才开放，制约了公司旅游季的销售。

虽然公司收入受疫情有较大影响，但是公司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切实做好防疫工作的前

提下积极复工，优化广宣费用投放和品牌宣传，调整战略重心，聚焦白酒，在继续保持主销市场

健康度的整体思路下，深耕青甘、聚焦西北、拓展全国重点区域。 导致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

的绝对规模并未与收入同比下滑，由于收入、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不同步的变化幅度，压降了公

司的利润空间。 2020年度，公司营业利润-11,454.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幅为297.43%；利润总

额-12,802.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幅为330.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1,430.0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幅为416.4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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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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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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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元–8,000万元 亏损：466.8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333元/股–0.1778元/股 亏损：0.0104元/股

注：上表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随着国内“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经济持续复苏，白酒行业趋势向好，公司整体业

务得到逐步恢复；公司持续聚焦白酒板块，核心区域业务得到了修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增长80%-90%。

2、以“大国品牌” IP的应用为切入点，把广宣内容化；传播上倾向新媒体，关注用户到达率；

有效提高广宣投放的效率和精准率。 2021年1-3月销售、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多万

元。 同时，明确了国之德系列、第三代出口型系列、星级系列产品为公司主推产品，调整核心产

品价格体系，优化产品结构。 整体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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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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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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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时间：2021年4月19日（周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15日至4月16日期间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hsir@hsfazhan.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方便投资者更加全

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定于2021年4月19日（周一）下午15:00—

16:00通过网络文字互动的方式召开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1年4月19日（周一）下午15:00-16:00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戴领梅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马书恒

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东新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公司可能对参会人员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1年4月19日（周一）下午15:00—16: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与公司出席会议人员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公司欢迎投资者在2021年4月15日至4月16日期间，将需要了解与关注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hsir@hsfazhan.com。 公司将对收到的问题进行整理，于说明会上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王勇

2、电话：0371-85334130

3、邮箱：hsir@hsfazhan.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

要内容。

特此公告。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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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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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1年4月13日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1,709万股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的相关规定，依据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具体情况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1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一）授予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的A股普通股股票

（二）授予日：2021年2月25日

（三）授予价格：6.94元/股

（四）授予人数及股票数量：向75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717万股

（五）拟授予数量与实际授予数量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日确定后至激励对象缴款期间， 原75名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愿放弃认购其所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最终本次激励计划实际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由75

名调整为74名，公司实际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717万股调整为1,709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本

次实际授予情况与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一致。

（六）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登记情况：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授予权益占授予

总量比例

授予权益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戴领梅 董事长、总经理 500 29.26% 0.96%

胡锋举 副总经理 100 5.85% 0.19%

马书恒 董事、财务总监 30 1.76% 0.06%

王东新 董事、董事会秘书 12 0.70% 0.02%

中高级管理人员、核心业务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和核心职能管理人员

等（70人）

1,067 62.43% 2.04%

合计 1,709 100.00% 3.27%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有效期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

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二）限售期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之日起算， 且授予日和解

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为12个月。

（三）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可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权益数量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第三个解除限售

期

自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1/3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年3月23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1]

第16-00001号），截至2021年3月22日止，公司已收到74名激励对象缴纳的1,709万股股票的行权

股价款合计人民币118,604,600.0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7,09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人民币101,514,600.00元。 所有行权股价款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投入。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22,283,371.00元，股本为人民币522,283,371.00元。 截

至2021年3月22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9,373,371.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539,

373,371.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09万股已于2021年4月13日完成过

户登记，并于2021年4月14日收到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604,297 17,090,000 383,694,29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679,074 155,679,074

总计 522,283,371 17,090,000 539,373,371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限制性股票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规定，公司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 董事会已确定本次

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1年2月25日， 根据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总额确认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成本，则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1,709 11,080.58 5,642.89 3,693.53 1,538.96 205.20

说明：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

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德恒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21-003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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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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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6,047,708.57 4,039,258,215.89 9.82%

营业利润 957,877,799.50 794,503,900.45 20.56%

利润总额 956,282,247.53 793,337,464.19 2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07,848,471.16 675,265,452.73 1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42 1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94% 9.05% 上升0.8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2,434,232,442.32 10,860,990,353.25 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429,325,554.85 7,821,661,708.95 7.77%

股 本 1,605,421,646.00 1,605,678,881.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25 4.87 7.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82%；营业利润9.58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0.56%；利润总额9.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8.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63%；基本每股收益0.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5%。

面对疫情防控、宏观经济环境、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公司以“提质增效” 为工作主题，

克服疫情不利影响，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营生产，深入推进市场拓展、技术研发、生产

及供应链管理等重点工作，顺利完成重点项目，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其中，数字蓝军与蓝军

装备领域，电子蓝军业务、军用仿真业务增长较快，作为系统建设总成单位和蓝军装备系统

主要供应商，为实战化检验和训练提供保障条件并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新一代通信

和指控装备领域，业务稳步上升，装备统型等项目有效实施，夯实了在战术通信领域的优势

地位；网络空间安全领域，随着公安部大数据智能化规划的落地实施，信创行业市场增长以

及客户对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公司抢占市场先机，取得一定成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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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公司2020年度最终业绩情况请以公司后续披

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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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 � �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21-004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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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2021年第一季度） 上年同期（2020年第一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17,100万元–20,450万元

盈利：12,312.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8.88%�-�66.0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1元/股-0.13元/股 盈利：0.08元/股

注：2021年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的加权平均股数为1,605,421,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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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公告数同向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

况良好，蓝军装备需求旺盛，实现业绩较快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有关数据仍在逐步核查

中，后续可能会有数据变动，最终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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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21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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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8,057,885.71 7,693,220,353.78 0.06

营业利润 254,773,270.83 1,123,925,028.78 -77.33

利润总额 254,635,239.37 1,104,543,095.01 -7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4,803,480.58 673,477,464.71 -8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18 -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6.85% -6.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262,851,077.71 23,519,258,707.82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233,836,562.74 10,203,543,508.52 0.30

股 本 3,744,884,991.00 3,924,398,991.00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2.73 2.60 5.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虽然公司生产装置运行稳定、新增产能充分释放，但受疫情影响，公司产品下

游端开工不足、需求下降，纯碱、小苏打、甲醇、尿素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营业总成本增

加的同时营业总收入未随之上涨，盈利能力出现下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大幅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06%；营业利润2.55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77.33%；利润总额2.5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6.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0.7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89%；基本每股收益0.0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8.89%。

三、其他说明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

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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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 �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2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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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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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万元—35,000万元 亏损：4,994.5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40.69%—800.7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87元/股—0.095元/股 亏损：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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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煤炭产能充分释放，煤炭价格维持高位运行，煤炭板块盈利实现大幅增长；

公司纯碱、尿素板块装置高效、稳定运行，主要产品纯碱市场需求增加，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幅

度较大，尿素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 前述因素致使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扭亏

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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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 � �证券简称：*ST勤上 公告编号：2021-04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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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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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073,610.18 1,252,625,209.10 -20.56%

营业利润 52,948,031.95 -149,797,072.64 135.35%

利润总额 53,892,721.86 -356,766,966.23 11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6,099,118.40 -372,813,047.59 11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24 1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10.49% 11.7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34,274,879.74 4,466,240,317.62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602,297,863.38 3,555,039,091.74 1.33%

股本 1,518,685,574.00 1,518,685,57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2.37 2.3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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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507.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56%；营业利润5,294.8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35.35%；利润总额5,389.2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5.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09.9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2.37%；基本每股收益为0.03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12.50%。本报告

期内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全球新冠疫情及外部环境不利影响

等因素，同时提升公司内部管理效率，致使公司报告期相关费用下降；（2）公司全资子公司勤上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出售所持广东勤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产生处置收益；（3）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强化信用

管理，加强回款力度，与上年同期相比，信用减值损失大幅收窄，从而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43,427.49万元，较期初减少0.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60,

229.79万元，较期初增加1.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37元，较期初增加1.28%。 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本年度公司

实现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经营业绩不

存在重大差异。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0年修订）〉的通知》（以下简称“新规” ）规定，新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 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 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

示；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执行以下安排：（1）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按照

新规执行；（2）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并在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3）未

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且未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撤销退市风险警示；（4）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

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因此，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实际数据符合本次业绩快报预计范围，公司股票在2020年年度报

告披露后，则适用上述第（3）款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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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38� � � � � � �证券简称：*ST勤上 公告编号：2021-045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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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1日至2021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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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万元—170.00万元

亏损：64.88万元

盈利：0.0008元/股-0.0011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08元/股—0.0011元/股 亏损：-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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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去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下降。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有所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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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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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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147,655,643.19 2,309,742,643.97 -7.02

营业利润 -348,390,139.60 262,412,102.73 -232.76

利润总额 -348,321,341.11 264,105,573.44 -23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497,739.33 339,184,565.86 -19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94 0.1759 -19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 4.52% -8.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9,213,776,472.48 9,055,622,455.51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767,339,219.92 7,799,544,483.82 -0.41

股 本 1,961,131,560.00 1,961,563,170.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96 3.98 -0.50

单位：人民币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1-1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4,765.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02%，实现营业利润-34,

839.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2.76%，利润总额-34,832.1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1.8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49.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1.25%，基本每股收益-0.1594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190.62%。

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

1.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北京六分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六分科技）由于第三方增资导致公司对其失去控

制权，自2019年12月31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上述事项导致2019年度公司确认投资收益4.4亿元。

2.报告期内，汽车电子芯片需求增长高于预期，但受到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芯片产业供应链吃紧，

汽车芯片产能受限，导致汽车电子芯片收入下降。

3.报告期内，受欧洲疫情影响，公司编译业务收入下滑，同时，经初步商誉减值测试，在报告期内对欧

洲子公司Mapscape� B.V.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4,157.17万元,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并进行了初步

的沟通确认，最终计提商誉减值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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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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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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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_5,147.46_万元–_3,603.22_万元 亏损：_7,259.30_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_29.09_%�-�_50.36_%

营业收入

_50,000_万元–_55,000_万元

_39,459.04_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_26.71_%�-�_39.39�_%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_0.0226_元/股–_0.0158_元/股 亏损：_0.0375_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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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得益于芯片收入和位置大数据服务收入的增加。

上年同期受国内外疫情爆发的影响，芯片市场需求被抑制，对公司业绩造成了短期不利影响，报告

期内，全球半导体行业呈现恢复性增长，汽车电子芯片出货量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公司加快拓展大数

据业务，政企客户订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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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