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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

2021-038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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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47.96 97,277.82 5.31%

营业利润 15,690.11 18,448.12 -14.95%

利润总额 15,632.86 18,445.69 -1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27.15 15,740.82 -1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3 1.12 -25.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7% 16.90% -7.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69,619.91 165,449.40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470.45 134,051.65 0.31%

股本（万股） 16,000.00 8,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0 16.76 -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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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运行良好、财务状况良好，销售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02,

447.9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227.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15.97%。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阶段性影响， 公司积极做好各项防控防护措施， 保证产品质

量、保持价格稳定、保障市场供应，为全民防“疫”攻坚战筑起强而有力的坚强后盾；聚焦主业，始终坚

持燕麦为主的谷物健康食品，通过打造形象店和充分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及各类线上社交平台的种草

属性，强化品牌传播，巩固和提升西麦品牌的影响力；市场聚焦，集中优势打造核心区域，进一步巩固

优势；通过冷食系列燕麦片的新品发布、布局线上和线下，开拓便利店渠道，冷食系列燕麦整体增长态

势良好；通过精耕横拓渠道、精细化管理及运营等措施提升销量，积极拓展新零售渠道，提升市场的覆

盖率和渗透率，有效降低了新冠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巩固了公司燕麦行业龙头地位。 新品发布导

致相关的市场促销推广等费用增加。 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对外捐赠的增加，对当期收益有一些

影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影响所

致。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为2020年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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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956

证券简称：西麦食品 公告编号：

2021-039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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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2021年第一季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5000-5500

盈利：3,495.6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57%

基本每股收益 0.31元/股-0.34元/股 盈利：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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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消费者健康管理意识不断提升，消费市场迎来新的机遇。同时，2021年第

一季度，国家倡导“就地过年” ，激发春节消费旺盛活力。 公司立足自身优势，精耕传统优势渠道，加大

力度开拓新渠道，从而实现经营业绩的大幅增长。

2、2020年第一季度，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终端需求受到一定抑制，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从而导致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基数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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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西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1-04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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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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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95,676.61 868,359.08 -31.40%

营业利润 -244,486.11 12,828.57 -2005.79%

利润总额 -264,397.41 15,256.52 -18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030.51 5,555.64 -5032.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39 0.011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61% 1.28% -89.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70,044.52 1,604,211.28 -1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14,791.84 439,094.10 -5.53%

股本 585,550.23 508,155.08 1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0.83 0.86 -3.4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经营业绩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95,676.6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40%；实现营业利润-244,

486.1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005.79%；实现利润总额-264,397.4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33.0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030.5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032.47%。

2、公司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影响原因如下：

（1）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光伏市场需求下降，公司组件销量受到较大影响。 下半

年公司主要原材料、辅料价格不同程度上涨，公司组件生产成本攀升，组件毛利率大幅下降，公司主动

进行策略性调整，优选高毛利订单，放弃低价订单，影响组件销量。 公司能源工程EPC业务因疫情影响

开工及并网量，下半年组件价格的迅速上涨，挤压EPC业务盈利空间，影响EPC业务利润贡献度。 受外

部融资环境趋紧影响，公司的资金压力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前未得到缓解，亦对公司生产

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上述原因综合导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及利润下降。

（2）为顺应光伏行业大尺寸技术变革趋势，公司对不具备技改升级条件的电池及组件产能计提

减值约120,422.29万元；因出售部分电站资产产生亏损，基于市场变化及谨慎性原则，公司对电站资

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约14,016.55万元；公司根据权益法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损失约14,457.59万元。

（3）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约-18,340.34万元，主要原因为：收到政府补

贴、支付诉讼赔偿及客户违约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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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1-015）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系因公司根据权益法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损失及新增确认诉讼赔偿导

致。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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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数据和指

标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会与2020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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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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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06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

2021-045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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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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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万元至6,500万元

亏损：13,927.2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1.79%�至 53.3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6元/股至0.011元/股 亏损：0.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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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变动情况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受上游硅料供应紧缺影响，硅片、电池片价格连续上涨，边框、焊带等辅料受大宗

商品涨价影响价格亦不同程度上涨，海外订单运费价格大幅上升，光伏产业链价格传导滞胀，挤压公

司组件产品盈利空间。下游电站环节项目延迟开标，装机需求推迟。受春节假期影响，EPC业务处于传

统淡季，EPC工程项目开工率不足。

（2）一季度公司期间费用相比去年同期下降近50%：为应对行业及市场变化，公司积极调整组织

架构，实现精细化管理，有效降本增效，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有效补充公

司现金流，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转让的部分电站资产完成交割过户，产生处置损失5,430.97万元，属于非经

常性损益。

（4）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权益法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损失1,628.50万元。

目前，公司合肥60GW组件大基地一期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乐山10GW电池基地项目正在稳步推

进。 借助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助推公司大尺寸再生晶圆半导体业务落地，推动公司半导体第二主业

发展。上述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有力支撑公司“光伏+半导体”双主业战略规划，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

风险能力。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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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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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21-017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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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02.75 60,614.79 -57.93

营业利润 -29,120.19 4,183.81 -796.02

利润总额 -29,397.07 4,243.88 -79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45.49 5,501.86 -584.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400 0.153 -58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2% 3.48% -21.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66,629.44 287,103.70 -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31,646.89 159,226.20 -17.32

股 本 36,010.00 36,01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66 4.42 -17.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02.75万元，同比下降57.93%，营业总成本48,573.86万元，同比

下降21.87%，营业利润-29,120.19万元，同比减少33,304万元；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

645.49万元，同比减少32,147.35万元。

以下因素综合，为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32,147.35万元的主要原因：

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度游客接待量同比下降56%，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8%。

②桂林丹霞温泉旅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影响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资江丹霞公司以债权人身份向资源县法院申请对丹霞温泉公司进行破产

清算。

由于丹霞温泉公司的破产管理人已于2020年12月12日对丹霞温泉公司进行接管， 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丹霞温泉公司自2020年12月起不再纳入资江丹霞公司及本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资江丹霞公司对其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债权（21,757.15万元）的计提坏账准备为14,472万

元，同时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超额亏损6,461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8,011万元。

③公司的独资子公司资江丹霞公司取得土地转让收益1,769万元，对公司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1,769万元。 该土地转让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④公司2020年度累计获得政府补助合计2,546.61万元，该补助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⑤2020年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91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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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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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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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978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公告编号：

2021-016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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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5,500万元 亏损：6,710.2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约5,720万元 亏损：7,491.7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153元/股 亏损：0.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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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桂林旅游市场逐渐复苏，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4,050万元，同比增长约47%。

2、2021年一季度，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增加约630万元。

3、2021年一季度，公司收到的各项政府补贴及确认的税费减免等同比减少约550万元（非经常性

损益）。

以上因素综合，为 2021年一季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亏的主要原因。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21-02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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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2,618,310.62 4,208,455,220.64 -21.76%

营业利润 -550,111,572.80 14,162,431.79 -3,984.30%

利润总额 -544,551,128.94 10,406,573.67 -5,33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85,864,541.10 -148,345,871.43 -227.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359 -0.3774 -227.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57% -19.32% -82.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89,520,874.21 3,071,760,281.22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7,348,873.17 720,601,521.00 -67.06%

股本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0.60 1.83 -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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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店宝科技” ）受疫情影响交易量同比下降，同时受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发展形势

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开店宝科技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1.49%，毛利率亦降低，从而全年业绩不达预期，出

现亏损；另外，因开店宝科技盈利不达预期，导致公司对收购开店宝科技45%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

值准备。

以上原因导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92,618,310.6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76%；营业利润-550,

111,572.8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84.3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5,864,541.10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227.52%；基本每股收益-1.235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7.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37,348,873.1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7.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60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6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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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在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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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

2021-025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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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万元–1,650万元 亏损：3,160.1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47.79%–57.2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43元/股–0.0420元/股 亏损：0.0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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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控股子公司开店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导致经营亏损，本报告期已实现扭亏

为盈，但因市场竞争加剧、行业发展形势等原因，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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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5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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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1,800万元-1,200万元 亏损：2,581.1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30.26%�-�53.5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3元/股–0.09元/股 亏损：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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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亏损的原因：主要仍为季节性因素所致，系住宅装饰行业特点。 受春节假期

及季节性因素影响，客户大多不会选择在一季度进行装修洽谈或者开始装修施工，一季度成为全年最

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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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830

证券简称：名雕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6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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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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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847,059.77 898,142,578.62 -4.04%

营业利润 31,559,091.75 39,373,886.59 -19.85%

利润总额 33,964,781.89 41,422,719.20 -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33,110.39 24,232,325.13 -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 3.8% -0.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88,714,383.80 1,305,060,258.45 1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5,713,587.78 641,114,677.39 0.72%

股本 133,340,000.00 133,34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84 4.81 0.62%

注：上述数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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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趋势良好，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项目

完工交付进度减缓，导致本年确认收入减少。 2020年1-12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61,847,059.77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4%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88,714,383.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0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45,713,587.7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8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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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测的2020

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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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2021-018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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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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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524,007.07 438,279,492.58 -28.69%

营业利润 37,906,921.84 51,976,563.37 -27.07%

利润总额 36,724,220.39 52,214,027.66 -2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89,789.89 46,603,539.99 -30.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3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4.73% -1.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03,977,064.20 1,074,779,796.11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88,221,981.59 994,874,941.70 -0.67%

股 本 354,025,000.00 354,025,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9 2.81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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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252.40万元，同比下降28.69%。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790.69万元，同比下降27.07%；实现利润总额3,672.42万元，同比

下降29.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228.98万元，同比下降30.71%。

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26%，同比下降1.47%。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等指标较上年同期均有一定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2020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导致公司实体店加盟及直营业务销售受到较大影响。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0,397.71万元，较期初增长2.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98,822.20万元，较期初下降0.6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之前，公司未预计2020年度业绩情况。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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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762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

2021-019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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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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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升：567.29%—900.93%

盈利：74.93万元

盈利：500万元-75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 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向上升，上升原因如下：

1、上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使公司实体店加盟及直营业务销售受到较大影响，导致上年同

期公司业绩与往年相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2、今年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对线上线下渠道布局、营销策略、管理模

式、产品研发模式进行了调整，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程度恢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 具体数据将在 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持续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1-022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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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91,938,670.47 1,793,743,645.56 -16.83%

营业利润 -28,459,923.12 65,683,785.37 -143.33%

利润总额 -30,105,394.54 64,989,813.99 -14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26,595.93 55,116,654.45 -14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13 -1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6.48% -9.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92,052,361.16 2,091,909,122.98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10,976,837.97 890,940,686.68 -8.98%

股 本 413,016,479.00 410,400,000.00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96 2.17 -9.6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193.87万元，同比下降16.83%；实现营业利润-2,845.99万

元，同比下降143.33%；实现利润总额-3,010.54万元，同比下降146.3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652.66万元，同比下降148.13%；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同比下降146.15%。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下降主要系本年度新冠疫情

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美元汇率变动影响本年度汇兑损失增加以及计提部分资产减值

准备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总资产为209,205.24万元，较期初上升0.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1,097.68万元，较期初下降8.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6元，

较期初下降9.68%。 以上变动，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下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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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营业收入为150,800万元～153,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2020年度的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11）。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营业收入为149,193.87万元， 与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下限金额

150,800万元存在1,606.13万元差异，主要系公司调整跨期收入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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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1-023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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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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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4.02万元--2,657.22万元 亏损：2,265.3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90.23%--217.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元/股--0.06元/股 亏损：0.0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海外市场强劲复苏，订单充裕，公司以提升经营质量、达成业绩目

标为中心任务，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抢抓市场机遇，紧抓内部管理，强化成本费用管控，

降本增效，有效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人民币升值对产品毛利率的不利影响，实现了收入、利润的快速

增长。

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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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21-024

债券代码：

128073

债券简称：哈尔转债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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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吴子富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子富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

职务；辞任后，其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子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

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鉴于吴子富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吴子富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

吴子富先生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的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

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吴子富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为提高董事会决策科学性，为保护广

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为公司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谨对吴子富

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40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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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1,284,618.54 7,956,638,205.58 -16.41%

营业利润 -507,226,624.86 439,370,401.16 -215.44%

利润总额 -498,426,841.69 432,334,082.03 -215.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981,932.43 327,673,190.45 -240.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21 -2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0% 7.04% 下降17.1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9,609,135,461.63 19,545,770,109.79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469,508,382.17 4,880,965,853.95 -8.43%

股 本 1,528,762,449.00 1,535,474,733.00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2 3.18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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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1亿元，同比下降16.41%；营业利润为亏损5.07亿元，同比下降

215.44%；利润总额为亏损4.98亿元，同比下降215.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60亿

元，同比下降240.68%。

2020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相比出现较大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1）经营业绩情况

生态环境建设与修复及水务水环境治理板块施工业务受到疫情、突发洪涝灾害等不利因素影响，

施工进度有所延迟。 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加大投入、抢抓工期，但整体产值较去年同期仍有一定的

下滑，导致生态板块全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文旅板块受疫情影响导致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德马吉展览展示业务因疫情全球爆发原因受到严

重冲击，全球会展全年基本停滞，整体业务量大幅下降。 恒润集团所处的文旅设施建设领域，客户因疫

情影响放缓文旅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导致恒润集团拟建及在建项目的实施受到拖累，业绩表现不及

预期。 文旅业务整体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但公司经营所需的刚性支出仍需维持，导致文旅板块当年较

大幅度亏损，拖累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公司自2019年来发展重心聚焦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2020年公司承

接的订单质量明显好转，粤港澳大湾区中标项目、预付款及高进度款比例的项目占比均增加，PPP业务

订单占比逐年下降，同时水务运营业务增加，2020年全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预计约7亿元，预期未来

公司的现金流和盈利状况将持续向好。

（2）资产减值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等的

相关要求，结合行业政策变化、疫情发展态势、被投资单位业务运营发展情况等内外部因素，公司对收

购德马吉国际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马吉” ）形成的商誉、投资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传播”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测试后，拟对德马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2.2

亿元，对微传播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约2亿元。 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

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2021年，是“十四五” 规划的开启之年，也是岭南走出行业低谷实现良性反弹的关键之年。依托战

略布局优势，公司将紧紧围绕“大生态+大文旅” ，深化改革，以“稳中求进、经营创新” 为总基调，继续

深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及成渝地区等核心城市群，通过多业态互补、精选优质订单、强化

经营性业务等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公司发展强质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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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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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39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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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万元–1,800万元 亏损：17,087.8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7.02%-110.5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8元/股–0.012元/股 亏损：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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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导致净利润亏损。与去

年同期相比，2021年第一季度疫情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已基本消除，生产经营恢复正常，产值得到较大

幅度提升，经营业绩扭亏为盈，较上年同期增长107.02%-110.53%。

2021�年是岭南经营创新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一季度公司实现了一系列的大宗订单

中标、签约，这些项目位于经济发达区域，项目工程付款能力更强、周期更快，预期后续项目效益及回

款向好。 公司将继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及成渝地区等核心城市群，通过多业态互补、

精选优质订单、强化经营性业务等提升自身竞争力，实现公司发展强质提效。

四、风险提示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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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