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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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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于

2021年4月1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杨林先生主持，公司现任董事5名，实际表决董事5名，公司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申请借款展期的议案》

鉴于前期公司申请的贷款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申请

267,256,572.90元人民币贷款展期，具体期限以展期合同为准。 并将公司持有的萍乡市赣西肿瘤医院

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萍乡市赣西医院有限公司80%股权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

行。 为便于办理相关手续，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简称：*ST恒康 证券代码：002219 公告编号：2021-029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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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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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916,063.19 3,684,467,721.58 -23.55%

营业利润 68,624,794.10 -2,412,552,467.21 102.84%

利润总额 -2,673,222.99 -2,437,004,472.78 9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957,836.62 -2,519,543,757.96 9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25 -1.3269 98.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14% -167.76% 上升143.6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65,424,239.04 4,909,889,865.73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52,841,702.93 194,799,539.55 -21.54%

股本 1,865,236,430 1,865,236,43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0.0819 0.1044 -21.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816,916,063.19元，同比下降23.55%，实现营业利润68,624,

794.10元， 同比上升102.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957,836.62元， 同比上升

98.33%。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合并范围减少所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比上年同期大幅上升，主要系利息支出和汇

兑损失、资产减值损失等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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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不存在需要修正的较大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2018、2019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2020年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规” ）的规定以及相关过渡期安排，新规施行后，新

规施行前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以及已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前，

其股票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未触及新规退市风险警示

但触及原规则暂停上市标准的，对其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并在 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按新规执

行。 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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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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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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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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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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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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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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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万元—5,500万元

亏损：3,100.8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9.00%�-77.37�%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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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主要系公司财务费用较高，以及京福华越、京福华采两支并购基金到期

后产生的违约金所致。 同时受节假日影响，下属医院就诊患者环比有所减少，导致报告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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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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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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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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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

定性，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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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760,007.99 2,980,356,543.25 -25.59%

营业利润 -752,123,864.02 290,023,702.32 -359.33%

利润总额 -558,588,592.76 252,383,331.11 -3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1,053,051.03 264,045,436.49 -316.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36 0.1496 -316.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1% 11.06% 减少36.9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069,792,857.34 5,399,087,624.72 -2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798,335,319.28 2,489,860,903.99 -27.77%

股 本 1,764,720,000.00 1,764,7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02 1.41 -2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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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电收入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但由于2019年内公司出售了LED国内照明大部分业

务、关停了LED芯片工厂，2020年又关停了LED显示屏业务，导致2020年公司LED业务收入同比大幅

下降。

（一）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公司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1,776.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59%；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

净利润-57,105.3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6.27%。 经测算，2020年度，公司LED业务整体销售收入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75%，LED业务整体毛利率比上年同期下降约5.50%； 小家电业务2020年的营业收

入同比上升约0.96%，毛利率同比下降约2.81%。

（二）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5,212.3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59.33%，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公

司综合毛利率下降4.38%及公司的参股公司雷士国际录得的盈利大幅减少导致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减少102.63%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55,858.86万元，同比下降321.33%，主要是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359.33%所致。

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105.31万元，同比下降316.27%，主要是利润总额比上

年同期下降321.33%所致。

4、基本每股收益-0.323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16.31%，主要是本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5.91%，比上年同期减少36.97个百分点，主要是本年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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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及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形。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所载主要财务数据，公司初步判断，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暂

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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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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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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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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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本次业绩预告不含公司联营单位雷士国际的投

资收益，公司在与雷士国际沟通后，得知雷士国际报表数据因客观原因还没有出来，故无法提供）。 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存在修正和调整的可能性，公司将积极跟进此事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的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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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扭亏为盈 口同向上升 口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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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至7500万元 亏损：7,945.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37.07%-5.6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83元/股–0.0425元/股 亏损：0.0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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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的小家电业务以出口为主，一季度为该业务传统的产销淡季，总体产能利用率较低，固定

费用摊薄力度下降，从而导致产品制造成本同比上升；另外由于人工成本攀升、原材料成本上升，毛利

率同比下降所致；

2、公司LED相关业务关停后，尚未处置的相关资产仍需计提折旧及支付必要的维护费用致使公

司亏损加大。

3、报告期内，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2000万元，主要是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根据同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快报中所载的主要财务数据，公司初步判断，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

股票不存在被实施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如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 且最近一年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股票将可能在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后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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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业绩预告不含公司联营单位雷士国际的投

资收益，公司在与雷士国际沟通后，得知雷士国际报表数据因客观原因还没有出来，故无法提供）。 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存在修正和调整的可能性，公司将积极跟进此事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最终的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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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

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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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持有的25,774,114股公司股票（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将在“阿里

拍卖·司法”（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占芜湖德豪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的9.1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截至2021年4月9日的股东名册计

算)，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

缴款、法院裁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4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芜湖

德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德豪投资” ）通知：芜湖德豪投资通过查询阿里拍卖网站获悉，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芜湖德豪投资、杨威关于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

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 发布了股权拍卖公告， 将公开拍卖芜湖德豪投资持有的25,

774,114股公司股票，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占芜湖德豪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9.11%(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截至2021年4月9日的股东名册计算)，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上述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日披露的《关于大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被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 现将本次拍卖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芜湖德豪

投资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芜湖德

豪投资

是 25,774,114 9.11% 1.46%

2021年5

月24日10

时

2021年5

月25日10

时

上海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质押式证

券回购纠

纷

（注：更多详细情况请登录https://sf.taobao.com/查询）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截至2021年4月9日的股东名册， 芜湖德

豪投资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82,78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16.02%，其中，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

份为25,774,1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占芜湖德豪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9.11%。

二、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拍卖暂时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将对相关股份变化情况予以

跟踪关注，涉及重大信息将及时披露。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至2021年3月28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sf.taobao.com/0756/01） 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芜湖德豪投资所持有的221,007,786股

公司股票 （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该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占芜湖德豪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

78.15%，占公司总股本的12.52%。 其中，91,709,854股和54,862,985股（共计146,572,839股）拍卖

的竞得人为浙江乘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74,434,947股拍卖的竞得人为蚌埠鑫睿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根据该次拍卖的结果，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可能将发生变化。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 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

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最终结果，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的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开债券发起式

基金主代码 006174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发起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8月3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长信稳裕

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4月19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4月19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的首个封闭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含

该日）起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所对应的3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 本基金的第十个封闭期为2021年1月

19日至2021年4月18日。本基金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本基金每个封闭期结束之后第一个工

作日起不少于1个工作日并且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本基金第十个开放期为2021年4月19日，

开放期内本基金接受申购、赎回业务申请。 下一个封闭期为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含该日）起至

首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所对应的3个月月度对日的前一日， 即自2021年4月20日至2021年7月19日

为本基金的第十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本基金不办理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开放期内的每个工作日， 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或者构成一致行动人的多个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可达到或

者超过50%，基金不向个人投资者销售。 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则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人办理本基金申购时，首次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下同），追加申购

的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投资人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

申购本基金遵循上述规则。

投资人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

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3.2�申购费率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柜台申购基金份额的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养老金客户申购费率

M＜100万 0.03%

100万≤M＜500万 0.015%

M≥500万 0

除养老金客户之外的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M，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M＜100万 0.6%

100万≤M＜500万 0.3%

M≥500万 0

注：M为申购金额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本基金的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份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点）单个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份的，余额部分基金份

额在赎回时需同时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Y） 赎回费率

Y＜7天 1.5%

7天≤Y＜3个月 0.1%

Y≥3个月 0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本基金仅接受长信直销柜台委托方式，不开通网上交易。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5.1.2.1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场外非直销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外非直销机构进行销售。

5.1.2.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通过场内进行销售。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每个开放期内，本公司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

售机构网站或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本公司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指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公司管理的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18年8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长信稳裕三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长信稳裕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本基金的上述资料。

2、本公司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日（T日)，在正

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T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可在

T+2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若申购不成

功或无效，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

申购、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回申请及申购份额、赎回

金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因投资人怠于履行该项查询等各项义务，

致使其相关权益受损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后果。

3、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66（免长话费）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4、本公告涉及上述业务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5、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依照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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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投资者申购本基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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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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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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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190,883.49 181,155,372.27 429.49%

营业利润 559,288,952.00 41,538,411.52 1246.44%

利润总额 553,711,348.81 46,554,319.66 108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708,435.62 41,525,796.40 1016.68%

基本每股收益 6.90 0.62 101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6% 6.95% 48.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21,426,165.18 638,422,342.98 1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96,573,935.61 609,708,823.44 79.85%

股本 69,005,147.00 66,585,147.00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89 9.16 73.47%

注：上述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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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919.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49%；实现营业利润55,928.9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6.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370.8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1016.68%；基本每股收益6.9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2.90%。

本期业绩快报的归母净利润在扣除2020年度股权激励支付成本2,981.52万元后较2019年同期仍

大幅增加，主要原因包括：

1）新冠疫情爆发前期，公司依托多年研发积累的分子快速诊断技术基础，快速研发推出的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具备预混式操作简单、 反应快速以及高灵敏度的优势，3月中旬通过国家药监

局应急审批后迅速得到医疗机构用户的认可，并入围多个省市的集中采购和挂网采购，报告期内新增

约1500家医疗机构分子用户，极大提升了新冠核酸试剂的品牌效应，报告期内新冠核酸试剂的收入占

比约为总营收的60%。 同时，PCR实验室建设项目以及其他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的销售也大幅增加；

2）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明志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为武汉市定点的核酸检测机构之一，在此

次疫情中承担了武汉市疫情检测任务的重要工作， 相关的检测服务收入也大幅增加， 约为总营收的

8%；

3）公司免疫层析产品2020年下半年度恢复了正常销售水平，新产品线中全血化学发光产品、血气

产品以及急危重症信息化产品均启动了市场销售并取得显著进展。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的总资产142,142.62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22.6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9,657.39万元，较上年末增长79.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89元/股，较上年末增长73.47%。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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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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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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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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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长：15,328%�—18,414%

盈利：194.45万元

盈利：30,000万元 -�36,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1,866%—14,259%

盈利：250.71万元

盈利：30,000万元 -�36,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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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迅猛，主要原因：1、公司新冠核酸试剂及相关分子诊断产品销售较

好；2、公司急危重症信息化产品、POCT试剂产品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3、公司血气产品启动市场销售

带来部分收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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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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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55� � � � � � � �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1-012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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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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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293.79 277,898.44 1.58%

营业利润 10,439.93 4,306.57 142.42%

利润总额 10,431.53 4,334.67 14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83.04 5,628.07 80.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23 8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1% 4.49% 3.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2,937.09 275,189.97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0,847.63 129,787.63 8.52%

股本（股） 250,944,762.00 251,477,900.00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61 5.16 8.75%

注：上述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智能手机行业增速放缓的趋势，公司董事会审时度

势，结合公司自身优势和市场动向，制定科学发展目标；公司管理层完成薪火传承，年轻化的新团队结

合董事会的目标要求，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及非手机类业务，进一步优化了客户结构及产品结构，同时

通过管理革新，较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从而使得报告期内总体业绩实现了较大的提升，具

体如下：

1、公司预计实现营业利润10,439.93万元，同比增长142.42%；预计实现利润总额10,431.53万元，

同比增长140.65%；主要是由于：（1）公司海外业务及非手机类业务发展加快，对应的营业收入有所增

长；（2）客户及产品结构的优化使得产品毛利率有所提高；（3）公司内部组织效率提高，降本提质措

施成效显著，期间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2、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83.04万元，同比增长80.93%，主要是由于报

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增加且非经常性收益增加所致；

3、公司预计基本每股收益0.42元，同比增长82.61%；预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51%，同比增长

3.02%；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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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27日公司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的

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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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55� � � � � � � �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1-013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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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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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550万元 盈利：-996.4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159元/股–0.0219元/股 盈利：-0.0415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

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与大客户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垂直整合、精密制造、精益生产等方

面的优势，高效推进落实管理层前期制定的业务规划，主营业务稳中向好，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

50%以上增长，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得到了较大改善。 另外，由于春节期间人工成本较高，加之报告期

内公司对新业务的研发投入持续加大，净利润率情况受到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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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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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5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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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076,414.86 600,688.34 79.20%

营业利润 334,815.20 22,818.40 1367.30%

利润总额 325,192.99 12,654.79 246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24,498.69 10,040.24 313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2.68 0.09 28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0.29% 4.13% 56.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550,131.85 753,438.33 105.74%

负债合计 670,398.26 463,615.29 4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所有者权益

878,056.53 288,187.14 204.68%

股本 131,370.90 115,962.81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每股净资产（元）

6.68 2.49 168.95%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按本报告期初的股本为基数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07.64亿元，同比增长79.2%；实现营业利润33.48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5亿元，相比去年营业利润2.2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亿元有了

大幅改善。 公司业绩大幅改善主要来自生猪养殖业务的贡献。

2020年生猪养殖行业的产能处于恢复过程中，仍然是供小于求的局面，生猪市场价格仍在高位运

行。 公司综合考虑自身育种优势、猪价走势、疫情风险等因素，采取了仔猪、种猪、肥猪多品种组合的销

售策略，抢抓市场红利，全年实现生猪出栏量307.78万头，同比提升了26.17%，多品种组合的生猪销售

均价达到51.46元/公斤，较去年提升了177%。养殖业务全年实现对外销售收入80.26亿元（不含内销食

品事业部），实现净利润35.31亿元，而去年同期养殖业务对外销售收入仅为44.44亿元，净利润仅为

-1759万元。猪价高企和种猪、仔猪等高毛利品种出栏占比增加、出栏头数增长是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

主要原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21年1月26日披露的《2020年业绩预告》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计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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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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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下降： 50%�-�60%

盈利：47,627.78万元

盈利： 19,051.11万元 -�23,813.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5元/股 – 0.18元/股 盈利：0.4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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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同比下滑主要来自生猪养殖业务,�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第一

季度生猪市场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二是公司第一季度生猪出栏结构与去年同期有所不同。 今年

第一季度出栏的生猪中， 为调整母猪结构提高效率提前淘汰的母猪以及为规避疫情风险提前出栏的

肥猪占比较高而种猪和仔猪占比较少，出栏结构改变进一步降低了生猪销售的毛利率。

综合考虑成都天邦股权处置及其他非流动资产处置等情况， 第一季度产生的非经常损益约0.7亿

元左右，具体非经常损益金额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四、其他相关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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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生猪市场价格和疫病等情况为公司业绩预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业绩预测产生变动，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披露；

3、商品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非洲猪瘟等疫病风险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3

优先股代码：140006 �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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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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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中披露的最终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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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77,065,607.85 20,221,332,525.64 178.31

营业利润 30,423,959,007.24 6,314,833,418.14 381.79

利润总额 30,372,513,238.14 6,319,352,276.50 38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51,421,940.73 6,114,363,662.85 34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7.46 1.66 34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43% 35.28% 上升39.1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2,627,256,969.07 52,886,586,120.19 13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0,406,879,150.81 23,107,735,222.70 118.14

股本 3,759,330,297.00 2,204,608,322.00 7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3.41 10.48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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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27,706.5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8.3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45,142.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8.97%。 公司盈利水平

与2019年同比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

1、生猪价格上涨：2020年生猪价格持续高位，公司商品猪全年销售均价为28.04元/公斤，较2019

年上涨51.40%；

2、生猪销量增加：2020年，公司生猪销售量1,811.5万头，较2019年增加76.67%。 其中商品猪1,

152.4万头，仔猪594.8万头，种猪64.3万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2,262,725.70万元，同比增长131.87%，主要是由于存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等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40,687.92万元， 同比增长

118.14%，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实现净利润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1月26日发布《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0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270亿元–29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1.58%� -374.29%。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公告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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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714�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优先股代码：140006 � �优先股简称：牧原优01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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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盈利：780,000万元-850,000万元 盈利：454,490.11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670,000万元-730,000万元

盈利：413,139.1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2.17%-76.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82元-1.98元 盈利：1.10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随着国内生猪产能逐渐恢复，2021年一季度生猪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但由于公司生猪养殖

规模有所扩大，一季度销售生猪772.0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201.09%。综上，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量同

比大幅增加是导致本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风险提示

1、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未

来生猪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仍然可能造成公司的业绩下滑。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2、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

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3、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2018年8月份以来爆发的非洲猪瘟，都可

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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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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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