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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7

证券简称

:

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21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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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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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次业绩快报数据与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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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24,763.21 302,076,097.84 -35.27%

营业利润 -6,147,162.17 32,146,063.05 -119.12%

利润总额 -7,514,091.12 54,009,955.58 -1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299,388.76 51,887,037.83 -116.00%

基本每股收益 -0.03 0.22 -11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2% 111.75% -120.6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12,960,382.11 472,714,240.62 -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47,059,752.78 71,972,064.99 104.33%

股 本 262,055,378.00 239,177,378.00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0.56 0.30 86.6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 2020年9月1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2,878,000

股新股上市，总股本由239,177,378股变为262,055,378股。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计算基本每股

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时总股本计算基数发生变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35.27%，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分别下降119.12%、113.91%、116.00%。 影响经营情况的主要因素是：

（1）报告期内，受国际油价下跌及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工作量减少、结算价格下降，导致收入较上

年同期降幅较大。 同时，营业成本中固定成本占比较大，无法与收入同比例下降，导致公司主营业务亏

损。 此外，公司与哈萨克斯坦全资子公司的美元债权，因母、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不同，受到美元与坚戈、

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波动影响，形成较大汇兑损失。

（2）报告期内主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1）公司参股的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完成注销清算，公司

确认投资收益 3,428.04万元；2）根据中安融金案件时间进展，补充计提预计负债190.52万元。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1,296.04万元，同比下降1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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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别增长104.33%、86.6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完成非

公发行股票，股本增加、资本公积增加。

3、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

35.27%、119.12%、113.91%和116.00%，主要原因同上述“1、经营业绩说明” 。

本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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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分

别增长104.33%、86.67%，主要原因同上述“2、财务状况说明” 。

本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分别下降113.64%和120.67%，主要原

因是本报告期亏损。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1年1月27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1-001），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500万元-1,000万元” 、营业收

入为“19,000万元-21,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的范围内，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中安融金案件尚未形成生效判决结果（最新开庭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公司已足额计提预

计负债，预计不会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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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报告

为准。

3、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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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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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 002207

证券简称

:

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22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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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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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1,800万元 亏损：1,471.4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元/股–0.07元/股 亏损：0.06元/股

注：2020年9月16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2,878,000股新股上市，总股本由239,177,378股变

为262,055,378股，本报告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总股本计算基数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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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油服业务受所处地区气候因素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季度部分业务尚处于冬歇期，开

工不足、导致亏损；公司本报告期工作量和收入同比去年均有所增加，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社保支出等

固定成本也有所增加，亏损同比去年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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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

报告为准。

2.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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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37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

2021-006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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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2021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最终审计，与2020年度报告、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业绩快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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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3,590,524.34 1,337,544,861.80 28.11%

营业利润 201,377,704.62 175,089,151.30 15.01%

利润总额 202,149,848.27 176,651,226.40 1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1,430,550.11 160,099,011.04 1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0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3% 13.77% -0.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21,650,589.37 2,348,107,205.17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03,791,995.46 1,243,781,823.53 12.86%

股本（股） 322,236,160.00 214,824,107.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6 5.79 -24.70%

注：①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报告期内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最新股本调整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2、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使当年新增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启动延后， 尽管全年公司参与的数据中心

项目需求旺盛，新增订单强劲，但大量项目未能在第三季度实现收入确认，机房温控项目在第四季度

进入密集的发货、实施、验收，促进了该业务在第四季度的收入确认实现大幅反弹，尽管如此仍有相当

比例的项目未能在当年实现收入确认； 此外公司于第四季度斩获的大部分储能系统相关订单也未在

当年交付而贡献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IDC机房温控及轨交列车空调等业务的高增长确保了全年营业收入回到较高的增

长水平， 同比增长28.11%， 实现营业收入171,359.05万元； 营业利润为20,137.77万元， 同比增长

15.01%；利润总额为20,214.98万元，同比增长14.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143.06万

元，同比增长 13.32%。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82,165.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0,379.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4.3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70%；股本为322,236,160股，较上年同期增长5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

司实施了2019年度的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3、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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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1、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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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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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长：150%�-�200%

盈利：1,053.46万元

盈利：2,633.66万元-3,160.3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20%�-�310%

盈利：714.05万元

盈利：2,284.95万元-2,927.5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8元/股–0.10元/股 0.03元/股

注：①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份数量重新计算。

2、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3、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疫情导致的当年新增数据中心项目启动延后，致使大量项目于2021年第一、二季度

方能完成验收和收入确认；储能电站相关机柜温控产品、轨交列车空调产品等在2021年第一季度均实

现高速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综合毛利率、期间费用率均获得改善，促进了业绩同比高速增长。

4、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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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21-03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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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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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37.83 111,055.30 -53.59%

营业利润 -59,108.72 696.53 -8586.17%

利润总额 -59,907.91 695.39 -871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331.02 5,023.45 -1121.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4 0.049 -1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8% 1.96% -23.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12,257.50 656,764.97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08,805.30 258,283.31 -19.16%

股 本 101,892.60 101,892.6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05 2.53 -18.9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对公司酒店餐饮业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特

别是大型聚集活动受控，进一步影响酒店客房、餐饮收入。 同时，北京浩搏项目补提相应的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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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目前，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届时将通过《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2020年年度报告相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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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21-036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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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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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万元-11,700万元 亏损：13,542万元

亏损比上年同期减少：13.60%-33.54% -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8元/股-0.115元/股 亏损：0.133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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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亏损减少，主要原因是随着疫情防控得到有效管控，住宿餐饮文化消费态势向好，

公司收入同比增长，经营业绩逐步恢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财务数据均为预测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信息 公告编号：（临）

2021-006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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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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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10 114,174 -7.85%

扣除后营业收入 104,508 113,586 -7.99%

营业利润 2,464 4,945 -50.17%

利润总额 2,589 5,396 -5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80 4,078 -7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8 1,942 -20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98 0.0337 -70.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3.24% -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61,166 258,323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25,713 124,943 0.62%

股本（万股） 120,846 120,84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04 1.03 0.9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内5G网络建设加快实施，国内光缆总体需求规模稳定；但由于国内运营商光

缆集采价格进一步下挫，给国内纤缆厂商的经营带来较大的挑战。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0年，公司营业利润2,464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50.17%；利润总额2,589万元，较上年同期降

低52.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0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7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2,008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203.42%。

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全球新冠疫情、国内普缆及对应光纤和光棒产能阶段性过剩的双重影响，

光缆产品销售价格仍处于历史低位区间市场因素，导致公司光纤光缆销售利润下降。

三、其他说明

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有

关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详情，请参阅公司发布的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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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信息 公告编号：（临）

2021-007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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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万元至5500万元 亏损：129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49%�至 32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72元/股至 0.0455元/股 亏损：0.010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国内普缆及对应光纤和光棒产能阶段性过剩、运营商集采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光纤光缆产品

销售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低位区间运行，导致公司光纤光缆产品销售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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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数据将在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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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03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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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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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2,030,245.93 1,640,363,485.98 -12.09

营业利润 -282,888,286.27 12,917,887.71 -2,289.90

利润总额 -277,461,018.88 12,969,570.91 -2,23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744,345.13 10,677,564.93 -2,335.94

基本每股收益 -0.43 0.02 -2,2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0 1.09 下降28.5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56,252,172.73 2,915,772,272.39 -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48,704,761.11 987,449,106.24 -24.18

股本 552,960,000.00 559,927,296.00 -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22 1.76 -30.68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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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030,245.93元， 同比下降12.09%； 营业利润-282,888,

286.2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89.90%；利润总额-277,461,018.8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39.32%；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8,744,345.1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35.94%；基本每股收益-0.43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50.00%。

1、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减少，产品毛利率有所下

降；(2）资产减值计提增加；（3）资产处置收益减少。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利润总额下降，其相应下降所致。

3、基本每股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其相应下降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656,252,172.73元，较报告期初减少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48,704,761.11元，较报告期初减少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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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的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23,970.48万元～-16,932.2万元”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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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2021-004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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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预计的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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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0.60万元─2,485.20万元 亏损：3,511.3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元/股─0.04元/股 亏损：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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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同比上升，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受新冠疫情影响基数较低，今年一季度管业收入同比增

幅较大。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21-15

债券代码：

112638

债券简称：

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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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电广传媒；证券代码：000917）

于2021年4月12日、2021年4月13日、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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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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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于本公告披露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

报》、《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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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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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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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21-13

债券代码：

112638

债券简称：

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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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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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439.83 707,702.31 -16.00%

营业利润 -121,241.16 13,410.26

利润总额 -116,092.68 50,33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232.59 11,11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0% 1.02% -14.8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80,013.42 2,239,864.05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019,219.60 1,105,453.43 -7.80%

股 本 141,755.63 141,755.6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7.19 7.80 -7.82%

注：以上按照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为：用户流失导致有线网络业务收入下滑；由于新

冠肺炎影响导致公司文旅业务收入、影视节目制作发行收入减少等。

2020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为：收入

下滑导致营业利润减少；公司电影存货发生减值；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减少；公司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应收款项、商誉及长期股权投资计提的减值准备同比增加；营业外收入减少及湖南有线

集团亏损增加等。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财务数据与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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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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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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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917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21-14

债券代码：

112638

债券简称：

18

湘电

01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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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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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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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万元–2,200万元 亏损：14,187.9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1元/股–0.016元/股 亏损：0.10元/股

注：上表中“万元”及“元”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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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以全资子公司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有线” ）51%股份出资参与设立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本报告期湖南有

线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以当期亏损较去年同期减少；受益于注册制的推行，公司投资业务

业绩较去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2020年第一季度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公司文旅、广告业务等均受

到较大不利影响，今年一季度相关业务均已恢复，世界之窗大幅减亏，酒店、广告业务均实现扭亏为

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告情况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的结果，具体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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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

2021-024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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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4,038.57 161,764.13 -4.78%

营业利润 24,516.02 45,018.66 -45.54%

利润总额 24,534.47 44,566.84 -4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66.52 39,061.83 -4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1.10 -4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5% 18.35% -9.3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24,396.92 306,887.69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843.87 232,839.29 2.58%

股本 35,460.59 35,460.59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74 6.57 2.5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基因产业作为新兴生物技术的核心部分，是“十三五” 国家战略产业，推动医疗健康服务的供给

侧改革，促进疾病诊疗关口前移，在疾病分子分型、出生缺陷防控、开启肿瘤的慢病管理模式等方面逐

步深入普及。 同时，随着基因行业从技术迈入数据积累和变现阶段，政策监管、普惠产品的标准化以及

临床应用全流程的完善，基因和表型数据进一步衔接，推动健康大数据加速发展。

公司以自主研发的创新技术为核心，开发了适用于遗传学和肿瘤学的基因测序产品和服务，研发

了适合医院自主开展检测服务的测序平台（包括测序仪、配套试剂及分析软件），公司参股子公司福

建和瑞基因科技有限公司肿瘤早筛产品“莱思宁”已进入商业化布局阶段。 同时，公司利用全面的测

序平台，为国内外科研院校、高等院校和医疗机构提供优质的科技服务。 公司正在积极将业务拓展至

包括基因大数据的分析应用及数据变现在内的领域，不断储备检测服务，不断丰富产品线，并在大数

据加速发展的背景下，积极布局基因组大数据库，继续建立数字生命科学园，搭建覆盖产、学、研、资四

大板块的新型基因产业生态系统。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性影响，医院相关科室限流，导致公司医学检测类服务收入

增速下降。同时，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公司疫情防护、物流、采购等各项成本大幅上升。公司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保障抗疫环境下各项医学检测类服务的顺利开展，降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公司经营业

绩的影响。

（1）本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38,843.87万元，较年初上升2.58%。

（2）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4,038.5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78%。

（3）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66.5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07%。

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政策因素：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向好，惠及科研服务领域，公司凭借平台优势及品牌竞争

力享受到政策红利带来的市场机会，驱动利润增长；

（2）先发因素：公司在基因检测行业的市场先发优势使公司率先占领基因检测服务赛道，不断拓

展渠道及产品创新，确保业绩增长；

（3）规模因素：公司服务模式逐渐向产品模式转化，客户粘性不断增强，规模效应日渐显著，驱动

业绩增长；

（4）市场因素：随着出生人口下降及基因检测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占医学产品及服务较大的NIPT

检测数量增速放缓，且检测单价下降，导致业绩下降；

（5）新冠疫情因素：受新冠疫情持续性影响，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收入增速下降，同时，各项防疫

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业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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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业绩 预计的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066.52 18,000-20,000

公司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2020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将不涉及交易状态变更（实施或撤销特

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市）。本次业绩快报相关数据为财务部初步核算结果，具体数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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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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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

2021-025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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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如适用）：□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日-2020年3月

31日）

同比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3,000万元 盈利：6,239.33万元 -52% -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3,000万元 盈利：6,110.46万元 -51% -6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64元—0.0846元 盈利：0.1760元 -52% -68%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后疫情阶段医院诊疗人数恢复较慢，占公司营业收入较大的医学产品及服务有待恢复，导致公

司整体营业收入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背景下，占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较大的NIPT检测数量增

速放缓，且检测价格下降，导致公司整体营业毛利率降低。

2、本报告期，公司优化销售体系、增加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业务储备。 公司激励团队，持续推进基

因测序技术在临床应用的转化，聚焦主业、践行战略，实现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不涉及股票交易状态变更（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

市）。 本次业绩预告为财务部初步核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2021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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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

2021-023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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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9,418.67 69,652.13 42.74%

营业利润 20,016.57 13,224.67 51.36%

利润总额 20,032.34 13,273.53 5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65.99 11,575.20 50.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2.11 1.41 49.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0 31.39 1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2,451.58 58,694.32 142.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3,520.78 39,573.55 161.59%

股本 10,960.00 8,22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9.45 4.81 96.4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20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8,220万股，表中基本每股收益以此基准计算。

3、2020年12月31日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为1.58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99,418.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74%；实现营业利润20,

016.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36%；实现利润总额20,032.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92%；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65.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0.03%；基本每股收益为2.11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49.65%。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增长良好，主要系以下原因所致：①公司电动工具、清洁机器人等电

控产品业务快速发展；②公司加强了新产品、新客户的开发和拓展；③公司增加了生产线、提高了生产

自动化水平，生产效能和客户交付能力提高。

2、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2,451.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2.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3,520.7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1.59%；期末公司总股本10,960万股，比上年

同期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9.4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47%。 主要系本报告

期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及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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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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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3028

证券简称：振邦智能 公告编号：

2021-024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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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2.42万元–5,852.69万元 盈利：1,828.9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0%-2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023.55万元–5,248.11万元 盈利：1,749.3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0%-200%

基本每股收益 0.42元/股–0.53元/股 盈利：0.22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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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

1、公司电动工具、清洁机器人等电控产品业务快速发展；

2、公司加强了新产品、新客户的开发和拓展；

3、公司增加了生产线,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水平，生产效能和客户交付能力提高。

4、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基数相对偏低。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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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邦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