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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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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6,573,270.62 432,752,748.83 -22.23%

营业利润 -622,763,561.12 -202,106,174.20 -208.14%

利润总额 -625,019,156.10 25,652,751.26 -253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23,314,274.62 24,057,565.30 -269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734 0.0388 -286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97% 1.08% -41.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47,261,337.73 2,255,563,045.72 -2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237,981,029.06 1,856,266,554.61 -33.31%

股 本 579,572,284 581,744,284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1360 3.1909 -33.0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22.23%，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208.14%，利润总

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536.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2690.93%，基本每股收

益比上年同期减少2866.49%，主要原因如下：

1、2020年度，受新冠疫情及行业环境等因素整体影响，公司版权服务业务部分项目报告期内未开

展，商务信息用纸产品生产及销售收入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宏观市场经济形势及文化行业政策等的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畅元

国讯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情况未达预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

定，公司对其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预计本期计提商誉减值51,741.47万元。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相关规定的

要求，公司对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进行分析和评估，预计计提信用减值6,100万元及其他资产减值损

失约2,200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21年1月29日披露的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1-002）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1．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2．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出现异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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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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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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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

口亏损√扭亏为盈口同向上升口同向下降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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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万元–800万元

亏损：409.5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6.69%-295.3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04元/股-0.0139元/股 亏损：0.007元/股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的各项业务造成较大影响， 今年一季度国内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公司业务逐渐恢复正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同时，公司加大应收款的催收，本报告

期内冲回部分信用减值损失。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2021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华盈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4458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华盈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1年4月9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1年度的第1次分红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1.0569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元） 78,312,544.3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

额）

0.1800

注： 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1800元人民币 。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1年4月19日

除息日 2021年4月19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年4月21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1年4月19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1年4

月20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1年4月21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

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21年4月19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分红方式修改

只对单个交易账户有效，即投资者通过多个交易账户持有本基金，须分别提交分红方式变更申请。 请

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或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21年4月19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额（包括

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0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

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弘盈A；交易代码：160520）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

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基金份额净值。 2021年4月14日，弘盈A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469元，交易价格偏

离基金份额净值的幅度较大，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

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 本基金管理人将以通讯方式召开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对《关于终止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进行审议，会议

计票日为2021年4月20日。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21年3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站（www.

bosera.com）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生效，本基

金管理人将办理终止《基金合同》的相关事宜，弘盈A将终止上市并清算；若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决议未生效，本基金将继续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运作。

2、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

如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易市场卖出，因场内份额的增多，弘盈A的

在场内的交易溢价可能出现大幅收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

溢价时买入， 将可能承担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而带来的损失， 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此风

险。

3、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采用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采用封闭运作和开放运

作交替循环的方式。 本基金自2021年4月8日起进入封闭期，本基金封闭期内不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

开放期内，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业务。 开放期内，弘盈A的申

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与弘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

格无关。

4、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

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重大损失。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

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25� � � � � � � � �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1-23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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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3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9）、《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 〈金融合作

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20）。由于工作疏忽，未说明上述关联交易的对手方是否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现将相关事宜补充公告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航

天风华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除上述补充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修订后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合作协议〉的公告》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特此公告。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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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754

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A股主板和中小板、B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

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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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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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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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述)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992,909,458.68 9,229,243,725.35 -2.56

营业利润 1,992,191,075.34 3,646,214,146.69 -45.36

利润总额 1,912,752,457.53 3,974,101,515.09 -5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2,692,094.41 3,154,904,168.79 -5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54 -5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8% 24.66% -16.0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经重述)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9,281,320,909.99 35,308,419,574.97 1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9,668,470,069.11 15,687,067,797.19 25.38

股本 6,529,036,899.00 6,019,830,101.00 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01 2.61 15.33

注1：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408号）核准，公司2020年向特定发行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9,206,798股。 上述新增股

份已于2020年12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6,019,830,101股增加至6,529,

036,899股。

注2：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年同期数和本报告期初数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原因

进行了重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93亿元，同比下降2.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3

亿元，同比下降56.81%；基本每股收益0.22元/股，同比下降59.26%。 业绩下降原因如下：

1、2020年新冠爆发期间，根据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公司多次延迟卖场开门营业时间，前后平均停

业时间超过2个月之久，重点疫区超过4个月。 开业后，受封小区等措施的持续影响，家装消费和施工被

限制，卖场商户经营一度难以为继。 公司为帮助商户渡过疫情难关，全力响应国家“六保、六稳” 号召，

对卖场内商户采取了减免租金、物业费等保护措施，保住青山，保住就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经初步估

算，新冠疫情导致营业收入减少约21-23亿元，但公司通过降低成本等措施，弥补损失，最终新冠疫情

影响净利润控制在12-14亿元；

2、投资收益减少及商誉变动。2019年，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躺平设计家（北京）科技有限公司60%

股权形成7.74亿元投资收益，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本期无发生；2019年，公司向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

有限公司（曾用名：北京居然之家家居新零售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居连锁” ）全体股东发

行股份购买家居连锁100%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形成3.30亿元负商誉计入营业外收入，此非经常性损

益事项本期无发生。

虽然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滑，但是，公司作出艰苦努力，在逆境中奋力拼搏，

抓住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 2020年下半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和经济恢复，卖场销售显著回升，商

户信心恢复，经营稳定向好。 同时，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在全国130多个城市推广同城站，帮

助1.6�万余商户在天猫居然之家旗舰店开设了网店，上线商品数量从1.2万件增至119万件，全面开展系

列线上线下联动营销活动，利用大数据和直播进行精准营销，业绩较上半年显著提升。 公司2020年全

年新开家居卖场35家，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共经营382个家居卖场，其中直营店90家，加盟店

292家；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92.81亿元，同比增加11.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96.68亿元，同比增加25.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01元，同比增加1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系

非公开募集资金导致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以及本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去分配给股

东的利润留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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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

差异。

四、业绩承诺风险

公司于2019年12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家居连锁100%股权交易。 根据公司与汪林朋、北京

居然之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然控股” ）和霍尔果斯慧鑫达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慧鑫达建材”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汪林朋、居然控股和慧鑫达建材承诺

家居连锁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承诺分别不低于 206,027.00万元、241,602.00万元、271,940.00万元。

2019年家居连锁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1,737.52万元，高

于承诺净利润，承诺净利润实现率为102.77%。

2020年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原因影响，家居、百货业态均受到较大冲击，家居连锁业绩亦有所下

滑，家居连锁无法完成2020年度业绩承诺。 公司将按照《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中标的资产受疫情影响相关问题答记者问》精神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会同

业绩承诺方对公司受疫情影响情况做出充分评估，在2020年业绩数据经审计确定后，履行董事会、股

东大会等必要程序，确定具体的业绩承诺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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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785� � � � � � � � � �证券简称：居然之家 公告编号：2021-022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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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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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00万元–65,000万元

盈利：25,160.0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0.52%�-�158.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10元/股 盈利：0.04元/股

注1：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20]2408号）核准，公司2020年向特定发行人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09,206,798股。 上述新增股

份已于2020年12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6,019,830,101股增加至6,529,

036,899股。

注2：上表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20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主要归结为以下

三个原因：1.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控，疫情影响弱化，宏观经济迅速恢复，家装家居消费市场迅速回升；

2.公司以销售为核心，大力营销，把握市场营销主动权，提升卖场销售，商户经营信心显著提升，租金等

收益明显增长；3.公司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广线上线下精准营销，积极拓展设计家、自营家装、

辅材以及尚屋智慧家等六大赛道，上述赛道效益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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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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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居然之家新零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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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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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266,630.37 1,334,906,169.46 -25.37%

营业利润 436,749,024.66 -1,159,844,676.80 137.66%

利润总额 187,134,933.70 -1,200,543,018.61 1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88,743.93 -1,197,680,794.62 113.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59 -1.2849 109.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9% -85.30% 94.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13,669,719.06 6,357,564,348.89 -4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786,779,046.19 776,405,765.38 258.93%

股本 1,663,013,961.00 932,142,900.00 7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68 0.83 102.41%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20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99,626.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37%，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嘉兴乐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期已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营业利润43,674.9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37.66%； 利润总额18,713.49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1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68.8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13.00%； 基本每股收益

0.1259元/股，较上年同期上升109.8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9.59%，较上年同期上升94.89%。 经营

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在2020年度完成了债务重组，债务问题得到解决，债务重组收益改善了公

司整体经营业绩。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81,366.97万元，比期初下降40.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8,677.90万元，比期初上升258.93%；股本166,301.40万元，比期初上升78.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1.68元/股，比期初上升102.41%。 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在报告期内对长期股权

投资、商誉、应收账款等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2）依据《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计划》 公司在重整中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股本由932,142,900股增加至1,663,013,

961�股，按照每股 7.821元的价格向债权人分配用于抵偿债务，改善了公司财务状况。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其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盈

利15,000万元至21,000万元， 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2020年度业绩预

告》中披露的业绩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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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1-012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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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41.58 198,758.16 146.00%

营业利润 -42,971.72 29,895.26 -243.74%

利润总额 29,318.06 34,543.51 -1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67.31 28,208.95 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4% 4.92% 0.5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66,168.28 1,282,717.33 -2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1,588.90 584,953.15 -15.96%

股本（万股） 72,224.27 86,830.57 -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01 4.27 -6.09%

注：上述表格按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本报告期初，公司

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1,371,271,098股； 本报告期末， 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1,

225,208,160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项目交房结转收入较上期结转收

入增加及本期文化演艺收入增加。

2、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期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完成回购注销补偿股份，相应结转补

偿股份公允价值变动-71,931.57万元，减少营业利润71,931.57万元，同时确认营业外收入71,639.44万

元，增加利润总额71,639.44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的初步测算，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2、截至本公告日，参股公司维康金杖（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事宜（详见《关于参股公

司股权回购事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暂未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有关

影响须结合后续付款情况进行判断，故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将以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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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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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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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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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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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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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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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约：7,200万元 盈利：4,074.6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76.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元/股 盈利：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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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项目交房结转收入较上期结转收入增加，本期利润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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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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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本公告日，参股公司维康金杖（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回购事宜（详见《关于参股公

司股权回购事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暂未对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有关影响须结合后续付款情况进行判断，故具有不确定性。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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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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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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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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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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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40万元–14,080万元

盈利：41,406.2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6%�-�7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51元/股–0.2055元/股 盈利：0.6044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参股公司越秀金控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减

少（其中上年同期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的非经常性损益34,418万元）。

2、本报告期电、热产品量、价同比上升，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加，控股子公司恒建投公司房地产业

务利润同比增加。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初步估算，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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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肖任迪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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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4月14日收到董事肖任迪先生提

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肖任迪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规定，肖任迪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肖任迪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肖任迪先生及其直系亲属截至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肖任迪先生本次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

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董事会对肖任迪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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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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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153,800.69 2,708,825,167.13 77.98%

营业利润 -5,139,649.09 -1,170,530,055.37 99.56%

利润总额 15,996,750.84 -1,173,324,580.93 10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42,110.89 -981,450,344.87 10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66 10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19.40% 20.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453,602,444.20 17,195,137,922.78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51,065,863.37 4,575,543,757.64 -0.53%

股本 1,486,985,450.00 1,486,985,45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06 3.08 -0.65%

注：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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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2,115.3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7.98%，营业利润-513.96万元，较

上年同期上升99.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24.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4.51%。 公司营

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大幅度增长，报告期内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是：

1、报告期内，公司在控股股东的协同支持下，河南区域的项目拓展顺利，新签订单显著增加，且项

目落地实施加快，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费用管控，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由于公司业务规

模扩大且加强科技创新，研发费用及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3、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在 2020�年年度报告中对各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经公司财

务部门的初步测算，预计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总额约为29,258.85万元，最终减值准

备金额需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确定。

4、报告期内，公司对原有的部分子公司资源、资产进行了整合，并通过出售部分子公司股权取得了

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由于2019年已完成的生态城镇项目公司股权交易，在本报告期内达到投资收益

确认的条件，确认了部分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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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业绩预告披露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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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 �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8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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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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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万元–15,000万元 亏损：22,525.3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9元/股–0.10元/股 亏损：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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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主要原因是：由于行业特性，受第

一季度严寒气候以及春节长假期的影响，部分项目实际可施工天数受限，通常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较低；同时，公司期间费用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少，保持相对稳定，因此造成一

季度亏损。

但由于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持续加强管控，整体较上

年同期有所减亏。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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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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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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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山西长治陶清湖体育特色小镇

PPP项目”的《中标通知书》，有关中标内容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山西长治陶清湖体育特色小镇PPP项目

2、项目所在区域：山西省长治市

3、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303.27公顷，总建筑面积15.19万平方米。

4、建设内容：

体育单体建筑：（1）兵羽中心1幢，为地上4层建筑；（2）综合馆1幢，为地上4层建筑；（3）游泳馆1

幢，为地上、地下各1层建筑。

配套服务类建筑：（1）运动员公寓3幢，为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2）运动员餐厅1幢，为地上2层

建筑；（3）管理服务中心1幢，为地上1层建筑；（4）后勤服务楼1幢，为地上5层建筑；（5）体育特色学校

1座，占地面积6.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489.8平方米；室外配套工程和市政配套工程、绿化工程、水库

防渗、 上游河道治理工程等工程 （上述具体建设内容及经济技术指标以政府方审批通过的设计图为

准）。

5、项目总投资估算：225,400.55万元。

6、服务范围：项目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移交等

7、运作模式：本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具体运作模式为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

8、回报机制：采用“可行性缺口补助”模式

9、合作期限：23年(建设期3年，运营期20年)

10、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11、招标人：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

12、中标人：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中能建华东润业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众创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二）联合体其他成员介绍

1、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8-04-18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3MA1WDJPK3P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寅春路18号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投资；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市政道路、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和桥梁、园林

绿化、水利和河湖治理、港口和航运设施工程、钢结构工程、架线及设备工程、地下综合管廊工程、电网

工程等。

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华东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中能建华东润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中能建华东润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铁明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11-08

注册资本：11,11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93039932Y

住所：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丹阳路558号财富商务中心2号17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金属结构制造；建筑工程

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

设工程勘察；建筑劳务分包。

公司与中能建华东润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山西众创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山西众创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承成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4-11-25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100317186368B

住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中心街190号时代自由广场B座1704

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电脑图文设计制作；景

观设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影视策划；会议服务（不含住宿）等。

公司与山西众创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中标项目的招标人为“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 ，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属政府职能部门,具备良好的

信用和支付能力。

公司与长治市上党区水利局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其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中标项目总投资金额为225,400.55万元，占公司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83.21%，项目

属于联合体中标，公司具体实施金额以签订正式合同为准，预计项目顺利实施后，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目前中标项目尚未签署具体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项目合作期限内可能会面临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的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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