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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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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尚须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经

审计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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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813,548.64 495,217,781.05 -30.57%

营业利润 -17,130,320.14 -359,121,057.80 95.23%

利润总额 167,135,903.81 -640,489,247.62 1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423,857.51 -612,800,645.35 12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59 -0.7742 12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57 -249.65 -4.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65,982,083.80 1,513,150,338.37 1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020,804.40 -156,348,482.35 103.21%

股本 791,550,442.00 791,550,44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0.0063 -0.1975 103.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3,813,548.64元， 同比下降30.57%； 实现营业利润-17,130,

320.14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423,857.51元，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2159元/每股，公

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39.57%。

三、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公司本年度计提的预计负债以及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2、2020�年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8亿元， 主要为业绩承

诺补偿款的收回。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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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7,300.00�万元-22,490.00�万元之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800.00�万元

–1,200.00� 万元，预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净资产）为：1,142.00� 万元–6,332.00� 万

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042.39万元，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为-1,3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2.08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相较于前述的业

绩预告所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的原因为：经公司进一步对商誉减值进行测试，增加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

1,500万元；增加计提财务费用罚息约700万元。

五、其他相关说明

目前，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2020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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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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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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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万元—-3,000万元 亏损：-1,755.4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65元/股—-0.0379元/股 亏损：-0.0222元/股

3.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97.92万元–-2,497.92万元 -1,7679.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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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一季度，公司亏损的主要原因为：2021年初，受河北疫情影响，公司影视业务暂停，其他板块

业务亦无法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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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1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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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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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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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4月19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99 华友钴业 2021/4/12

二、更正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30日披露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会议议案填写有误，需将原股东大会议案16.01《总经理工作细

则》更正为议案16.01《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将股东大会议案16.02《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更正为议案

16.0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将股东大会议案16.03《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更正为议

案 16.03《对外担保制度》；将股东大会议案16.04《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更正为议案16.04《独立董事

工作细则》。

三、 除了上述更正事项外，于2021年3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4月19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 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一楼一号会

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4月19日

至2021年4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审查的议案》 √

6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7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

11 《关于2021年度授权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外汇期权等业务额度的议案》 √

14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6.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

16.0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16.0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 √

16.03 《对外担保制度》 √

16.04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审查的议案》

6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9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11

《关于2021年度授权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

案》

12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外汇期权等业务额

度的议案》

14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6.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16.0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16.02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

16.03 《对外担保制度》

16.04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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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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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11,536,040.51 230,920,072.82 -8.39%

营业利润（元） -1,072,930,342.96 247,001,383.05 -534.38%

利润总额（元） -1,074,038,445.36 147,655,066.45 -82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75,151,788.01 153,114,926.99 -80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264 0.2031 -802.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2.60%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614,955,108.03 662,738,728.32 -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904,426,428.31 170,725,359.70 -629.76%

股本（元） 753,778,212.00 753,778,21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1999 0.2265 -629.76%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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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列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153.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39%；实现营业利润-107,293.0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4.38%；实现利润总额-107,403.8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7.40%；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515.1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02.19%。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为61,495.51万元，同比下降7.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0,442.64万元，同比下降

629.76%。 公司经营业绩下降较大，主要原因是由诉讼仲裁败诉及对外担保计提预计负债等非经常性损

益导致。

除此以外，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与前次业绩预告范围相符。

四、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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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根据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的数据，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

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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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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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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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张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14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

14日9:15至2021年4月14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万寿南路999号。

6、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

949,23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

代表股份57,853,3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

份5,095,84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0%。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095,84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095,84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6760%。

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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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关联股东南通东柏文化

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议案1.00�《关于签署〈代建管理服务及销售管理咨询服务合同书〉以及〈委托运营管理服务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283,13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18%；反对66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9,7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286%；反对666,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敏政律师事务所王娟律师、冒宇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东方

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股东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敏政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 � � � � �证券简称：ST东网 公告编号：2021-02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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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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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万元–4,000万元 亏损：928.4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58元/股–0.0531元/股 亏损：0.0123元/股

3、预计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0,000万元–-95,000万元 16,144.12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与上年同期相比，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由诉讼仲裁败诉计提预计负债等非

经常性损益导致。

四、其它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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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3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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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869,425,144.32 3,475,614,154.78 126.42

营业利润 2,026,220,662.91 568,271,218.06 256.56

利润总额 2,006,129,829.81 576,296,230.54 24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6,763,612.88 490,295,086.01 25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1 0.51 254.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9 6.04 13.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065,664,103.51 13,259,178,843.55 28.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9,805,588,196.59 8,432,305,874.79 16.29

股本 980,947,024.00 964,031,086.00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00 8.75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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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6,942.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42%；实现利润总额200,612.9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8.1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74,676.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6.27%；

基本每股收益为1.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4.9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706,566.41万元，较期初增长28.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980,558.82万元，较期初增长16.29%。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全球各国对医疗及防护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公司医疗及防护系

列产品包括医疗及防护手套、各类口罩等需求订单均大幅增加，销售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因而对公

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但因公司基于诚信合作理念和长期战略发展考虑，志在与国际主流客户保持长期

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展，因此，在疫情逐步漫延之际遵守与客户已确定的订单价格，并给予客户接受价

格上涨的缓冲期，因而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的订单价格尚未完全与市场实时价格接轨。自5月下旬起，公

司实现营收的订单价格已开始全面接近市场价格。

2、公司“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一期、二期以及“第三期年产20亿支丁腈健康防护手

套项目” 、“年产20亿支TPE手套项目” 等分别在年内达产，上述项目的投产有效支撑了产能的释放和客

户需求的满足，且公司各类产品价格分别从5月份下旬开始全面与市场接轨，为2020年度业绩的增长提

供了有力的支撑。

3、报告期内，受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以下简称“CBCH� II” ） 2020年业绩有所下滑；同时，国家医保局组织的心脏支架集中带量

采购结果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公司虽然中标，但预计将对未来年度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公司判断前期收购CBCH� II� 93.37%股权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 根据商誉减值评估报告初稿，公司

对该部分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约1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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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致歉的公告》中所披露的

2020年度经营业绩修正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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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4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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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65,000.00万元-185,000.00万元

盈利：14,478.0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39.65%-1,177.7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50元/股-1.80元/股 盈利：0.1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第一季度，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海外依然比较严峻， 对防护手套产品的需求持续增

长，产品价格及销量较去年同期均大幅提升，因而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公司“年产40亿支PVC健康防护手套项目”一期、二期以及“第三期年产20亿支丁腈健康防护手

套项目” 、“年产20亿支TPE手套项目” 等分别在2020年内达产，上述项目的投产有效支撑了产能的释

放和客户需求的满足，为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82� � � � �证券简称：蓝帆医疗 公告编号：2021-025

债券代码：128108� � � � � � � � � � � �债券简称：蓝帆转债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

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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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情况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山东省2020年第二批高新技术

企业备案的复函》（国科火字〔2021〕25号）文件获悉，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下属子公司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帆新材料”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吉威医疗” ）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重新认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书编号

1 山东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GR202037002735

2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GR202037002991

二、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下属子公司的影响

本次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依据相关规定，蓝帆新材料和吉威医疗自

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内（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将继续享受国家关

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是对蓝帆新材料和吉威医疗技术和研发能力的认可，亦有利于降低企业

税负，将对蓝帆新材料和吉威医疗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037002735）、《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R202037002991）。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3029� � �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08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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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证券代

码：003029） 股票于2021年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经公司自查并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情况

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

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本公告同日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21-009）、《2021年第一季度业

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10）。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定期报告中详细

披露。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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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3029� � �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09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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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376,415.23 600,168,913.94 1.70%

营业利润 136,180,362.01 109,790,152.66 24.04%

利润总额 134,442,364.09 110,071,458.38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317,261.16 88,953,417.25 2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66 19.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49% 13.48% 1.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01,793,425.35 1,054,032,923.64 6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52,024,640.49 686,704,962.59 82.32%

股本（股） 180,400,000 135,3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6.94 5.08 36.61%

注：本报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积极应对，营业收入保持平稳。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营业利润1.3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04%；利润总额1.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7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0.64%。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加大了研发投入，同时通过合理配

置资源，提升内部管理，加强成本控制，公司销售毛利率有所增加；另外，公司通过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

度，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2、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17.02亿元， 较期初增长6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2.52亿元，较期初增加82.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6.94元，较期初增加36.61%。 增长

的主要原因为：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增加了公司股本和资本公积。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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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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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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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3029� � �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1-010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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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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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1800万元–2400万元 亏损：1389.7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元/股–0.14元/股 亏损：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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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800万元–2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毛利额较上年同

期增加；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管理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同时为开拓市场，加大了技术投入、区域建设、行

业市场以及信创业务的费用投入，公司本期期间费用增长明显。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结果，最终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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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公告编号：2021-05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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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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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88,452.75 1,105,998.43 7.46

营业利润 45,547.10 43,357.40 5.05

利润总额 45,784.24 42,902.94 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508.84 36,350.18 1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15 0.3154 1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9% 8.46% 0.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30,938.41 677,506.73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59,533.20 442,075.12 3.95

股 本 115,253.53 115,253.53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99 3.84 3.91

注：本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188,452.75万元，同比增长7.46%；营业利润45,547.10万元，同比增长

5.05%，利润总额45,784.24万元，同比增长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508.84万元，同比

增长11.44%；基本每股收益0.3515元，同比增长11.45%。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730,938.41万元，较年初增长7.89%；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9,533,20万元，较年初增长3.95%。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99元，较年初增长

3.9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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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 � � �公告编号：2021-06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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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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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6.02万元-14,967.36万元 盈利：8,298.4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7.57%-80.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1,953.85万元-14,675.19万元 盈利：8,066.4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8.19%-81.9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063元/股-0.1299元/股 盈利：0.072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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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的贸易收入下降。 本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恢复，公

司本期的贸易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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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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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1-016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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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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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3、 业绩预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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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40,000万元 亏损：33,007.2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元—0.21元 亏损：0.17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三、 业绩亏损情况说明

本期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房地产销售、景区、酒店、商场等收入下降；财务费

用等三项费用较上年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情况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 � � �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21-017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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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8,388.42 1,198,845.75 -40.91%

营业利润 -101,082.14 138,340.17 -173.07%

利润总额 -98,636.74 138,706.09 -17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550.55 80,993.07 -258.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43 -25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9% 10.32% -28.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39,103.77 5,306,228.49 -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61,320.34 791,989.79 -16.50%

股本（股） 1,896,690,420 1,896,690,42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49 4.18 -16.5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8,388.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91%。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房地产销售、景区、酒店、商场等受新冠疫情影响，收入下降；另外，部分项目的销售尚未达到交付

条件，不能结转收入。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550.5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8.72%。 净利润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房地产业务结转收入较上年下降；计提的减值准备较上年增加；财务费用较上年

增加；政府补助较上年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为5,039,103.7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661,320.3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5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报告仍在编制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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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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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 � � � �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5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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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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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000万元–1200万元 亏损：433.7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元/股–0.05元/股 亏损：0.02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状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归母净利润的增长得益于笔智能交互业务（数字绘画业务、电容笔业务、无纸化签批业务等）、文本

大数据与服务业务的收入增长及整体毛利率提升。 其中，数字绘画业务受益于新的品牌战略、跨境电商

布局及海外线下渠道的推广，其收入增速高于2021年第一季度全国跨境电商领域的同比增速；文本大数

据与服务业务在智慧政法等领域的收入较2019年及2020年一季度同比均有增长。

四、其他说明

本次有关2021年第一季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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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 � � � �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6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0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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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了解公司情况，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具体方式如下：

1、同花顺网上路演互动平台

参与方式：

登录同花顺路演平台（https://board.10jqka.com.cn/ir）或者同花顺App端入口（同花顺APP首

页—更多—特色服务—路演平台）参与本次说明会。

2、约调研“汉王科技投资者关系”小程序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中搜索“汉王科技投资者关系” ；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录“汉王科技投资者关系” 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刘迎建先生，总经理刘昌平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

会秘书朱德永先生、独立董事洪玫女士、财务负责人马玉飞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