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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43� � �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1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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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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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289,954.56 301,618,293.99 21.11%

营业利润 -5,028,332.93 20,010,466.63 -125.13%

利润总额 -5,302,643.45 18,758,018.33 -1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4,017.84 13,703,327.81 -143.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14 -1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76% -2.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25,178,839.33 1,068,036,005.55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68,302,899.00 779,276,916.84 -1.41%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7.68 7.79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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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应对并快速复工复产，确保了产品交付，同时公司加强内部

管理，完善管理制度，积极开发新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完成了对

湖南益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收购。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529.00万元， 同比增长21.11%； 营业利润-502.83万元， 同比下降

125.13%；利润总额-530.26万元，同比下降128.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597.40万元，同比下

降143.60%；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2,517.88万元，较期初增长5.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76,830.29万元，较期初减少1.41%。

报告期，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1、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2、报告期内计提的应收

账款坏账准备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报告期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指标同比下降30%以上的

主要原因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计提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准备合

计3,211.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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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01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2021-007” 号公告：《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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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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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43 证券简称：宇晶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2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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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元–200.00万元

亏损：366.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0.96%�-�154.6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50元/股-0.0200元/股 亏损：0.0366元/股

注：本格式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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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销售收入中高毛利产品销售占比较上年同期增加，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高。

2、2020年第四季度并购纳入合并报表的控股子公司对经营业绩有一定贡献。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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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1-0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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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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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万元-4,700万元

盈利：2,39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25%-96.1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78元/股-0.0363元/股 盈利：0.0185元/股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计算定期报告中每

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准。 因此，本次公司计算本

期基本每股收益指标时，已扣减公司回购股份数23,001,458股（截至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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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巴西参股公司经营状况好转，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损失减少；美

元贷款利率下降，财务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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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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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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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1-0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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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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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53 312,954 5.14%

营业利润 19,958 -19,854 200.52%

利润总额 17,635 -21,863 18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9 -34,440 112.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22 -0.2648 11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5.35% 6.0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74,574 1,534,184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0,527 602,324 -10.26%

股本（股） 1,316,970,298 1,316,970,29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8 4.65 -10.11%

注：

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五十四条之规定，上述基本每股收益、每

股净资产的计算过程中，总股本扣减了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

3、因参股公司隆平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对其2019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重述，公司期初数据进行

了相应调整。 上述调整后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公司将根据参股公司审计情况充分披露相关事项和进

展情况。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2020年度经营情况

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9,0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4%；营业利润19,958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200.52%；利润总额17,63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9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12.25%。 主要原因为巴西参股公司经营状况好转，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增加。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374,574万元， 比期初减少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0,527万元，比期初减少10.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18元，比期初减少10.1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数据与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披露的 《2020年度业绩预

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最终财务数据将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

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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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81�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银亿 公告编号：2021-019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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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966.42 704,844.73 12.93%

营业利润 -96,207.16 -720,389.42 86.65%

利润总额 -96,211.98 -740,069.60 8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655.73 -717,376.57 84.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98 -1.7810 8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7% -70.53% 52.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32,597.72 2,563,255.11 -1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5,406.22 655,154.11 -15.23%

股 本 402,798.99 402,79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789 1.6265 -15.2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应简要说明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年度，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境内外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制

约，尤其是欧美疫情严重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导致产销量同比下降，使汽车零配件板块经

营业绩产生亏损。 同时，本着审慎性原则，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

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并购形成的商誉重新进行了减值测试，基于公司财务部

门初步测算，预计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6亿元至7亿元。 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将由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超过30%以上，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

值准备及其他资产减值准备合计53.61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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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1-007）， 预计

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0,000万元-60,000万元；同时，

提示若在2020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前重整投资人未能支付相应款项，则不能确认3.19亿元收

益， 届时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70,000万元-92,000万

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的预计情况存在一定

差异，主要原因系业绩预告中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亿元至5亿元，而本次业绩快报中预

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6亿元至7亿元所致。

四、风险提示

1、本业绩快报所载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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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2020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虽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

中规定的暂停上市标准，公司股票将不被实施暂停上市，但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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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81� � � � � �证券简称：*ST银亿 公告编号：2021-018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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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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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万元–19,000万元

亏损：39,618.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2.04%-59.6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397元/股-0.0472元/股 亏损：0.0984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主要系公司根据《重整计划》与金融机构达成

的债务清偿协议致使本期计提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本报告期公司根据《重整

计划》对山西凯能矿业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按照金融资产进行核算，而上年同期公司对该

股权投资按照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损失所致。

2、本报告期内，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因素影响，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境内外业务开展受

到较大制约，尤其是欧美疫情严重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导致汽车零配件板块经营业绩产

生亏损；同时，公司旗下房地产业务受项目交付收入较少、财务费用以及自持物业折旧等计

提因素影响，经营业绩亦产生亏损。

四、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

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

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第 14.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2020年度

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虽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

中规定的暂停上市标准，公司股票将不被实施暂停上市，但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面临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而被管理人单

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的风险。 如管理人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则管理人有权根据需要履

行相应程序决定重新更换新重整投资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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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指定《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盈方 公告编号：2021-018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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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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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966,125.52 4,129,630.93 16,849.85%

营业利润 34,678,683.01 -204,425,521.06 116.96%

利润总额 35,405,047.86 -207,569,403.03 11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48,572.57 -206,113,476.37 106.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60 -0.2524 10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58% -237.18% -142.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68,419,837.16 58,161,668.17 2,42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769,789.16 -23,790,940.09 166.28%

股本（股） 816,627,360 816,627,36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0.0193 -0.0291 166.3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996.61万元，同比上升16,849.85%；营业利润3,

467.87万元，同比上升116.96%；利润总额3,540.50万元，同比上升117.0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4.86万元，同比上升106.3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79.58%，

同比下降142.40%。

相关财务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已于2020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取得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

和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51%的股份 （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 ），据此公司按照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计算纳入合并范围。 同时，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的相关标的资产包已交付至受让方，从而导致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大幅提高。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控本降费的相关措施，相关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同时，公

司积极组织清欠工作，收回前期应收款项1,517万元，转回已计提坏账准备1,350万元。

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142.40%，主要系：

（1）2019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加权平均净资产为正，但2019年度公司经营亏损，故

2019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37.18%。

（2）2020年，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且由于收到业绩补偿款等原因导致期末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由负转正，但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期初值为大额负值，致使2020年

加权平均净资产为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379.58%。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6,841.98万元，比上年末上升2,424.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1,576.98万元，比上年末上升16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0.0193元，比上年末上升1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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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2020� 年年度

业绩预告》的业绩预计基本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管理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

度报告》为准。

2、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4月7日起暂停上市，如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关于恢复上市的相关规定，且公司恢复上

市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将实现恢复上市；如公司无法同时满足上市规

则中关于恢复上市的必要条件，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3、公司于2021年1月6日收到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开分公

（经）立字[2020]753号），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对公司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

要信息案立案侦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部门出具的结论性文件。公司将

持续关注该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及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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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 � � � � �证券简称：*ST盈方 公告编号：2021-019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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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000万元-1,300万元 亏损：10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22元/股-0.0159元/股 亏损：0.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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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20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取得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和

WORLD� STYL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51%的股份（以下简称“标

的资产” ），据此公司按照标的资产的持股比例计算纳入合并范围，故公司2021年第一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管理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

一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股票已于2020年4月7日起暂停上市，如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关于恢复上市的相关规定，且公司恢复上

市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将实现恢复上市；如公司无法同时满足上市规

则中关于恢复上市的必要条件，公司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3、公司于2021年1月6日收到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出具的《立案决定书》（开分公

（经）立字[2020]753号），荆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决定对公司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

要信息案立案侦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相关部门出具的结论性文件。公司将

持续关注该立案调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及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1-03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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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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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1-12月

2019年1-12月

（追溯调整后）

2019年1-12月

（追溯调整前）

增减幅度

(追溯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290,360,873.93 782,275,986.27 779,521,152.16 -62.88%

营业利润 -144,454,069.90 -203,889,447.80 -186,796,829.25 29.15%

利润总额 -145,211,445.91 -213,536,780.60 -196,444,162.05 3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5,256,745.98 -214,173,229.93 -197,376,739.17 3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47 -0.2871 -0.2646 32.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6% -45.11% -39.55% -5.25%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追

溯调整后）

2019年12月31日（追溯

调整前）

增减幅度

(追溯调整后)

总资产 723,076,373.68 961,750,017.45 966,148,095.49 -2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19,252,460.93 357,608,308.40 400,629,623.39 -38.69%

股本 745,959,694.00 745,959,694.00 745,959,694.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0.2939 0.4794 0.5371 -38.6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36.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2.88%，主要是因受

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市场低迷，国内外订单大幅下降；下半年虽国内疫情有所缓解，但由于

部份进口物料货源紧张、价格提升，对采购端造成直接资金压力，公司主动进行毛利管控，

优化订单质量，放弃部份回款周期长且毛利低的订单。

2.�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25.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2.18%；基本每股收益-0.1947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2.18%，加权净资产收益率-50.36%，

较上年同期下降5.2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包括：

（1）报告期公司为维系海外优质客户，订单价格有所下调，加上受市场原因部份物料

价格上涨，造成公司产品毛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虽前期建设中的物联网业务正逐步验

收，但不足以覆盖经营成本，导致公司业绩续亏。

（2）报告期末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存货、应收款项、

固定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减值计提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72，307.63万元，较上年末减少2，386.73万元，减幅24.8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1,925.24万元，较上年末减少13,835.58万元，减幅38.6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29元，较上年末下降38.69%。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业绩亏损

1.45亿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0年1月28日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 2020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

况为业绩亏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范围为： 亏损16,000万元至18,000万

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4,525.67

万元， 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主要是因为审计期间发现前期应收账款减值计提不足，我

们对2019年报表进行了追溯调增，并相应调减了本期坏账计提金额，造成本期亏损减少。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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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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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修订）》及深交所对存量暂停上市公司和风险警

示公司的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 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暂停上市标准的，不实施暂停上市，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

在2021年年报披露后按照新规执行， 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 撤销其他风险警

示。 基于上述原因，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在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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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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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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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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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1550万元–1750万元 亏损：2185.3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9.92%�-�29.07%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700万元–_1900万元 亏损：_2492.6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3.78%�-�31.80% ———

营业收入 _3500万元–_4000万元 _8651.61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_3300万元–_3800万元 _8344.2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08元/股– 0.0235元/股 亏损：0.029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业务受到较大冲击，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主要原因是重要客户订单减少。

2.海外市场竞争激烈，为维系优质客户，订单价格有所下调，毛利下降，对本期利润造

成一定影响。

3.受贸易影响，进口物料短缺，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毛利有所下降，对本期利润有一

定影响。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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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修订）》及深交所对存量暂停上市公司和风险警示公

司的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情形但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11月修订）》暂停上市标准的，不实施暂停上市，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在2021

年年报披露后按照新规执行，未触及新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的，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基于上

述原因， 公司股票交易将可能在公司披露2020年年度报告后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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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 � � �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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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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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万元至 280��万元 亏损： 64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450��万元至 320��万元 亏损： 65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2�元/股至 0.014��元/股 亏损： 0.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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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00万元至亏损280万元之间，导致亏损主

要原因如下：1、报告期内油墨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短期内油墨业务毛利率下降收益减少；2、

公司互联网广告营销业务的销售收入及盈利不及预期。

公司相较于上年同期亏损减少，主要是因为2021年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较上年同期公司受

疫情影响较小。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40万元至50万元， 主要系政府补贴和冲销

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述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财务

数据请以公司最终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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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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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 � � �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注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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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停止危险化学品生产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郑州乐通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乐通” ）停止危险化学品生产。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12月21日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停止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74）。

2020年12月3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同意注销全资子公司郑州乐通，并授权公司相关人员依法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0

年12月4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20-081）。

近日，公司收到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全资子公司

郑州乐通已完成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 � �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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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936,813,431.15 1,797,015,588.03 7.78%

营业利润 117,825,868.55 85,180,956.40 38.32%

利润总额 117,464,054.54 86,406,842.32 3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503,419.10 95,737,232.23 3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22 2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4% 5.93% 1.01%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325,982,220.58 2,979,892,959.72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19,552,865.26 1,647,284,199.90 40.81%

股 本 518,762,470.00 443,856,103.00 1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47 3.71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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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经营总体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93,681.34万元，同比增长7.78%，实现

营业利润11,782.59万元，同比增长38.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450.34万元，同比增长

30.05%。

营业利润较上年增长38.32%、利润总额较上年增长35.94%，主要原因为本期母公司处置持有待售

资产和子公司成都航飞利润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30.05%，主要原因为本

期母公司和子公司成都航飞利润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增长40.81%，主要

原因为本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报告期盈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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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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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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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 � �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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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下降：57.20%-69.19%

盈利：5,841.55万元

盈利：1,800万元-2,5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42元/股-0.0475元/股 盈利：0.1300元/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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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公司及子公司成都航飞生产经营保持稳定， 因去年同期母公司处置位于伊滨区的土地及地上建

筑物导致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净利润3,557.85万元， 故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1-020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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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1,200万元 亏损：698.1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元/股—0.02元/股 亏损：0.0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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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相比去年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大幅提升；随着公司优化产品结构，销售体系的调整，公司盈利能力得

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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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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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1-021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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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261,142,303.50 3,337,661,961.68 87.59%

营业利润 80,259,826.92 51,681,823.45 55.30%

利润总额 72,345,930.53 46,196,705.11 5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34,052.01 38,527,214.95 42.59%

基本每股收益 0.09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2.08% 0.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00,084,167.66 4,230,935,377.97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038,527,463.92 1,942,128,281.67 4.96%

股本 585,216,422 585,216,42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48 3.32 4.82%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比率，故增减变动幅度

取本报告期数值减去上年同期数值的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和新冠疫情持续影响的严峻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和

全体干部员工按照2020年度方针目标的要求，采取团结协作， 攻坚克难，外抓市场、内抓管理，努力提升

工作效率等多种措施应对，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有序进行和持续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总收入62.61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87.59%； 营业利润8,026万元，利润总额7,235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93万元。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原因系本年度开展电商平台贸易；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主要是销售增长、加强费用管控以及资产处置等原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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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 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

2020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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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