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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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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未审计）

上年同期

（已审计）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2,045,450.61 2,081,700.45 -1.74%

营业利润（万元） 260,006.48 224,686.15 15.72%

利润总额（万元） 456,173.41 229,600.33 9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8,405.94 170,121.68 134.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36 1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7% 7.76% 上升6.8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未审计）

上年同期

（已审计）

增减幅度

总资产（万元） 11,406,226.42 9,611,204.81 1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3,796,302.86 3,008,698.98 26.18%

总股本（万股） 475,739 396,449 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98 6.32 26.27%

注：1.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最新股本4,757,389,916股计算。

2.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可续期公司债利息258,000,000.00元，按相关规定在计算上述每股收益和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扣除了可续期公司债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同比上升，主要原因是：确认南油工业小区拆迁补偿款约19.51亿元，营业外

收入大幅增加；受燃料成本降低的影响，火力发电主营业务利润同比上升；固废处理项目陆续投产，垃

圾处理量同比大幅增加；受广深沙角B关停的影响，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4.24�亿元，本年资产

减值损失大幅下降。

2.报告期内，新项目的投资及收购、对外融资规模扩大等因素，导致总资产比年初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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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对2020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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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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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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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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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万元–56,000万元 盈利：20,978.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1.14%-166.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1,000万元–59,000万元 盈利：21,163.4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3.73%-178.7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99元/股–0.1177元/股 盈利：0.0441元/股

注：基本每股收益按照最新股本4,757,389,916股计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系公司初步测算结果。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2021年一季度业绩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量同比增加，主要表现为：

（1）报告期内，海外及国内燃机电厂售电量同比大幅增加；

（2）报告期内，风资源及光资源同比较好，风力及光伏售电量同比增加；

（3）固废处理项目陆续投产，垃圾处理量同比大幅增加。

2.2021年一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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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约为-3,00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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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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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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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9,636.09 534,828.34 -14.06

营业利润 30,387.00 28,618.06 6.18

利润总额 29,690.75 28,808.23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05.87 13,342.73 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15 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8 5.70 上升0.0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76,274.10 650,931.40 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5,644.65 242,201.97 1.42

股本 88,008.47 88,008.4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9 2.75 1.4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面对疫情对人民生活的严重冲击，公司勇做逆行者,通过严细的工作守护着千家万户的

能源供应和安全,对业务区域的社会稳定运转作出了积极贡献,担当起了公司的社会责任。 与此同时，

面对疫情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公司上下攻艰克难，奋力开拓市场，大力推广清洁能源应用,目前公司天

然气用气户数累计已超过110万户,售气量不断创出新高，并通过处置和优化资产进一步夯实了公司

资产质量，公司逆势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有所降低主要系公司战略调减贸易规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未发布过关于2020年度的业绩预告、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及盈利预测公告。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有关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详情，请参见公司将于

2021年4月28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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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07

证券简称：胜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08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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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万元—15,500万元

盈利：1,919.8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77.13%-707.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5元/股—0.18元/股 盈利：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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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报告期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天然气业务稳定发展，填海土地实现收益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请参见公

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21-006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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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267,104.75 2,878,663,131.76 -37.04%

营业利润 156,021,100.67 150,298,386.69 3.81%

利润总额 158,041,109.04 166,140,294.86 -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333,591.72 94,700,448.85 6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74 0.0935 68.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0% 4.15% 2.55%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675,828,255.11 6,191,607,284.84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31,244,517.04 2,309,451,883.52 5.27%

股本 1,012,434,813.00 1,012,434,813.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0 2.28 5.26%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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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22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7.04%；实现利润总额15,804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4.8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933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68.25%。 2020

年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较上年有所下滑，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好转，公司生产

经营逐步恢复正常，积极开展工作，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利用旅游全产业链以及旅游文化

科技业务板块的产品技术优势，发挥旅游文化科技、旅游综合服务以及文旅综合体运营业务板块之间

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整体效益。 公司旅游文化科技板块及旅游综合服务板块积极推进项目的施工进

度，主要项目的顺利推进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为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带来大幅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20年全年的业绩预计情况已在2021年1月30日公告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披露，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2020年度业绩情况不

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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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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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59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

2021-005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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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万元 至 500万元

-2,715.9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2.52%�至 118.41%

基本每股收益 0.0034元/股 至 0.0049元/股 -0.0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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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务恢复情况较好，业绩较上年同期

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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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21-013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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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543.47 103,795.75 22.88

营业利润 6,391.90 6,570.51 -2.72

利润总额 6,584.98 6,553.72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8.08 4,130.31 -1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9 0.115 -13.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4.39% 减少0.77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10,244.78 198,649.38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0,263.42 96,150.04 4.28

股本 35,863.10 35,863.1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0 2.68 4.48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2020年，随着新冠疫情得以有效控制，公司克服困难，积极把握终端用户市场需求复苏机遇，稳步

推进各项经营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如下：

1、控股子公司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从2019年5月31日纳入合并范围，2019年纳入7个月，而报

告期为12个月，影响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2、报告期，公司因业务增长促使银行借款需求增长，银行借款规模增加致利息费用同比增加；同

时，子公司成都华联商厦有限公司采取减少租户租金、降低物管费、关闭东环酒店进行装修等措施应

对疫情，综合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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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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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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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21-014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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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亏为盈

项 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月1日－2020年3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约50.00万元 亏损：1,526.1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1元 亏损： 0.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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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较大。 2021年一季度公司主营业务稳

步推进，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

2、报告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4.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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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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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

2021-016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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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90.27 140,086.29 20.56%

营业利润 -845.65 1,881.82 -144.94%

利润总额 -738.07 2,210.69 -13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25 2,697.05 -85.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88 0.1284 -8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2.53% -2.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46,692.95 188,600.48 3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06,343.33 107,539.35 -1.11%

股 本 21,000 21,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06 5.12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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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68,890.27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0.56%；营业利润为-845.65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4.94%；利润总额为-738.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3.3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为395.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5.35%。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为：①年初，新冠疫情的影响，相关产业链整体复工延

迟，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人员复工延后，运营成本上升，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②中美贸易摩

擦，行业投资放缓，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滑，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一定

的不利影响；③汇率波动、人民币升值，以及部分材料价格上涨，公司虽有进行相应的成本优化和成本

转移，但仍未能全部消化，从而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

2、财务状况说明

预计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46,692.95万元，较期初增加30.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06,343.33万元，较期初下降1.11%；公司股本为21,000万股，较期初无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26日发布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680万元至1,000万元” 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5.25万

元，与2020年度业绩预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为：随着年度审计工作的开展，公司结合当前的经济

环境、客户状况、未来市场行情等因素综合考虑，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与年度审计会计师对库存进行

了减值测试，影响公司净利润约800万元左右。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公司已与会

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快报相关财务数据方面初步达成一致，不存在较

大分歧。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出现的较大差异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公司将对本次业

绩预告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在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公司管理，提高业绩预告的准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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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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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

2021-01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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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300万元 -600万元

亏损：1634.3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63.29%�-�81.6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43元/股-0.0286元/股 亏损：0.0778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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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一季度，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相关产业链整体复工延迟，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人员复

工延后，运营成本上升，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虽然实现了营收规模的

增长，但净利润仍处于亏损的主要原因为：

（一）、成本方面

1、人工成本上升。 第一季度正逢农历新年，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员工提前回家过年，造成生产人

力短缺，公司为了满足客户交期需求，不得不聘用了部分临时工和派遣工，临时工和派遣工的工价较

高、生产效率较低，从而导致公司一季度的人工成本较高，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原材料价格上涨。 第一季度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公司虽有开展相应的降本增效活动，积极推

进成本优化和成本转移，但仍未能全部消化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从而造成公司的毛利率下降，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二）、销售方面

一季度销售规模增长，销售价格基本稳定，成本上涨未能转移到产品销售端。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

响，行业投资放缓，市场竞争加剧，为了确保一定的市场份额，公司在去年投标中，对部分产品的利润

做了一定的让步。 公司一季度销售产品大部分按照去年的中标价格销售，人工成本增加与原材料价格

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在客户端的转移能力较弱，公司虽有进行相应的成本优化，但仍未能全部消化

成本上涨的影响，从而造成公司的毛利率下降，对公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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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41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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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6,500万元–9,500万元

亏损：4,984.5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元/股–0.09元/股 亏损：0.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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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业务在年度内整体呈现前低后高的季节性特征，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

下降。

2、公司优化管理结构、节约开支以降低管理成本，从而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3、公司在保持稳健财务政策的前提下，适度扩大融资规模，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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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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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4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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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103,678.80 1,901,408,713.75 -43.40%

营业利润 -2,569,889,109.69 -1,039,676,370.26 -147.18%

利润总额 -2,563,310,119.12 -1,056,138,335.48 -14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3,927,007.62 -1,036,745,832.56 -12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2.27 -1.03 -12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90% -22.11% -44.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753,218,994.82 12,118,205,650.23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03,527,216.39 4,635,903,674.91 -50.31%

股 本 1,023,667,816.00 1,023,667,81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39 4.64 -2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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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7,610.37万元，同比减少43.40%；营业利润-256,988.91万

元，同比减少147.18%；利润总额-256,331.01万元，同比减少142.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392.70万元，同比减少124.16%；基本每股收益-2.27元，同比减少120.4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66.90%，同比减少44.79%。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75,321.90万元，同比减少11.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352.72万元，同比减少50.31%；股本102,366.78万元，较去年无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3.39元，同比减少26.94%。

3.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同比减少43.40%、营业利润同比减少147.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

少124.16%。

一方面是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业绩呈现大幅增长， 但公司下属控股

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和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因受

新冠疫情和宏观经济形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新的项目投资推迟和减少， 上下游企业推迟复工复

产，劳务人员流动受阻，对公司正在施工项目的全面启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因素也导致部分在建

工程项目的阶段性回款、已完工程项目的验收、结算和应收账款的回收严重滞后。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出现下降，财务费用上升，业绩出现大幅下滑，产生亏损。

另一方面是公司对京蓝沐禾并购形成的商誉、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库存商品等各项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金额约16.59亿元，对公司业绩变动产生了有较大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

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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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贵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梁晋先生签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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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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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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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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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洋 公告编号：

2021-027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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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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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641,492.55 585,575,782.24 -26.97%

营业利润 -121,298,795.83 -879,047,769.69 86.20%

利润总额 4,272,265.66 -1,029,202,377.73 10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6,870.76 -1,020,993,843.41 10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56 -1.3499 10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45.50% 45.7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453,656,061.04 3,748,011,897.50 -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735,175,193.58 1,735,009,405.87 0.01%

股 本 756,350,000 756,3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29 2.2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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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全球经济仍面临着各种风险的叠加挑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

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

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全球经济还面临较长期的挑战。 2020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继续

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但“稳中有变” ，主要的变化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全球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对我国经济短期和长期趋势形成巨大的外部压力。 与此同时，国内

经济仍然处于结构调整转型过程中，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民营经济也面临较大压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与经济局势，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科技和人才为动

力，应势而为，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坚持实施产业化经营模式，

稳步推进海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大健康产业，切实贯彻和落实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764.1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6.97%；实现营业利润-12,129.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20%；实现利润总额427.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42%；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41%，前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系营业外收入、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以及资产减值等减值损失减

少所致。 报告期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

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供应商、客户复工延迟，加之交通、物流受限，人力

成本上升，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 此外，受公司流动性紧张影响，公司经营业务规模有所收缩；海外疫

情的加剧也使得公司海外市场业务受到了不利影响。

2、2020年上半年， 公司对烟台开发区大季家办事处山后李家村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

“三文鱼资产” 及有关的专利进行了转让，合计形成转让收益9,276.44万元计入损益，属于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4），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预计盈利500万元至75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1.69万元，与前次预计无较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的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数据为准。

2、受美国疫情影响，会计师无法去美国子公司现场进行审计。 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以及参股子公司经营业绩等事项的会计处理尚未经会计师完成审计确认。

3、 目前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以及关于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可能存在继续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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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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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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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万元–2,200万元

盈利：3,429.9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55.39%�-�164.1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51元/股–0.0291元/股 盈利：0.0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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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存在资产转让形成转让收益计入损益，今年无该转让收益。

2、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上下游供应商交通物流受限，人力成本上升，对公司加工出口业务影

响较大；受公司流动性紧张影响，公司经营业务规模有所收缩；海外疫情的加剧也使得公司海外市场

业务受到了不利影响。

四、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以及关于过渡期安排的相关规定，在2020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可能存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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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

2021-009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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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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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379.56 944,662.04 4.63

营业利润 17,549.65 9,915.10 77.00

利润总额 12,270.35 12,390.41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1.64 10,110.08 0.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35 0.0632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1.69% 提高0.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89,560.57 1,415,641.59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01,619.76 591,254.33 1.75

股 本 159,861.67 159,861.6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6 3.70 1.62

注：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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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实现营业收入988,379.56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63%；营业利润17,549.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利润总额12,270.3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0.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151.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41%；基本每股收益0.0635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47%。 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较好，其中营业利润变动幅度达30%以上，影响营业利

润增减的主要原因如下：

（1）软件板块通过深化与行业巨头的战略合作，围绕智慧城市、社会治理、金融科技等业务不断

做优做强，同时持续加强产品研发创新，加大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实现公司主营业务较快增

长，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其中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12%，毛利率较上年提高1.85个百分点，营业利润在

研发费用比同期增加7,000万元的情况下较上年增长90%。

（2）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纺织业务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虽然通过提质增效、内

部挖潜，保持了经营的稳定，但未能完全化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年营业收入、盈利能力

双降低，其中营业收入较上年下降2.73%，毛利率较上年降低0.4个百分点。

（3）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4,600多万元，减少93%，主要原因系公司上期与赵县土地储

备中心签订了赵纺土地房产收购合同，收购补偿金6,000万元，确认土地收储收益5,115.54万元，本期

无此事项发生，使营业利润同比降低。

（4）常山云数据中心一期工程中的软件研发楼也完工转入固定资产，当期成本增加而项目产能

规模未能完全释放，对公司本年营业利润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综合上述原因，2020年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但由于上年将无需支付金实盈信

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3,592万元转入营业外收入，使本年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减少，以及本期纺织板块

因疫情出现停工损失等因素使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增加近4,000万元，本年度公司利润总额与上年基本

持平。

2、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期末总资产1,489,560.57万元，较期初增长5.2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01,619.76万元，较期初增长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3.76元，较年初增长1.6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1），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为盈利10,000万元至12,000万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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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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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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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158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

2021-010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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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万元–9000万元

亏损：9,894.96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9.04%-14.1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32元/股–0.0563元/股 亏损：0.0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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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亏的主要原因是：

1、纺织业务：公司纺织业务经营地在石家庄，今年一季度与去年同期生产经营均受到了新冠疫情

的严重影响，业绩出现亏损。 本报告期，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狠抓内部管理，降本增效，取

得了一定成果，亏损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因肺炎疫情，公司纺织板块本期发生停工损失3,037万

元，该损失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2、软件业务：公司软件业务受行业周期特点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业绩贡献季度分布不均

衡，通常情况下，第一季度的盈利水平占全年盈利的比重都较低。 除季节性波动外，公司软件业务经营

情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营业收入增加带动毛利额增加，同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研发费用

比去年同期增加1,580万元的情况下实现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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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21年1季度业绩的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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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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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