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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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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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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亿元–2.07亿元

亏损：1,7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953.45%�-�1341.3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12元–0.0890元 亏损：0.0068元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额

在几乎所有主要区域销量持续强劲增长的推动下，公司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将达到同期历

史新高，以人民币计算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6%（以美元计算销售额同比增长13%）。

公司预计在亚太区（包括中国）增长强劲。 在中国，安道麦的品牌制剂系列产品在一季度实现大幅

增长，驱动增长的因素包括：大田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带动谷类需求走高、二季度种植季节提前开始、以及

精细化工产品销售额显著增长。 近期收购的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内植保商务业务也进

一步促进了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发展。

尽管亚洲其它地区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步伐缓慢，但受益于有利的季节性气候条件，公司在亚太区

其它国家和地区亦实现了强劲增长。

持续理想的天气状况也支持印度、中东及非洲区达成了强劲增长。

在北美，2020年防控新冠疫情的相关限制渐次放开，经济重获开放，公司的消费者与专业解决方案

业务因此表现强劲，带动了整个地区的增长，有力弥补了美国植保业务略显疲软的不足。

公司在拉美区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这得益于销量的稳健增长和新上市产品的良好表现，但巴西市场

的销售额在去年四季度末表现强劲后略有下降。

欧洲一季度的销售额预计将略有下降，南欧区受益于有利市场条件拉动需求向好而实现增长，但被

欧洲北部和东部地区种植季启动缓慢的影响完全抵消（而在2020年一季度，经销端由于担忧新冠疫情

造成停产而大幅增加了订单）。

净利润

公司预计一季度的列报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净亏损将实现明显改善。 改善主要源于销售额强劲增

长，提升了列报息税前利润，并抵消了一季度财务费用预计略有增加的影响。

公司2021年一季度的列报净利润预计受到非经营性项目（主要为非现金性）约2.07亿元的净影响

（2020年同期为3.06亿元），这些费用主要包括：

（1） 一季度搬迁和升级项目相关成本约1亿元(2020年同期为1.08亿元)，主要包括：①公司为继续

满足市场对公司产品的需求，保护市场地位，以加高的成本从第三方采购替代产品，导致采购成本增加；

②搬迁设施停产，导致停工费用增加；

（2） 与2017年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公司有关的资产剥离收益的非现金性摊销费用，一季度影响

金额约为5100万元（2020年同期为5500万元）；

（3） 与作为收购价格分摊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无形资产摊销以及其它收购相关成本有关的非现金

摊销费用，一季度影响金额约为1900万元（2020年同期为1400万元），该等费用对被收购公司的日常

经营业绩没有影响。

如果剔除上述非经营性且主要为非现金性项目的影响后，调整后净利润结果如下所示：

●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预计在3.49亿元至4.14亿元之间，去年同期调整后净利润为2.89亿元；

●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预计在0.1499元至0.1777元之间， 去年同期调整后基本每股收益为0.1182

元。

注：上述2020年一季度调整后净利润是在当时列报净利润基础上增加调整项之后的结果，主要是

为了前后一致地体现搬迁和升级相关成本的会计处理，以及公司对其它非经营性、一次性费用所做的相

关调整。

四、 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团队基于现有初步财务数据的初步估算结果， 未经公司独立审计机构审

计或复核。 由于公司在准备2021年一季度财务报表时将对财务数据进行调整和分析，预告数据有可能

出现变化，准确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拟于2021年4月29日正式披露的2021年一季度报告为准。

前瞻性评估不以任何方式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任何实质性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道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87� �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2021-033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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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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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531,945.33 1,245,130,420.49 -34.18

营业利润 -165,124,268.86 207,065,691.82 -179.74

利润总额 -164,473,083.51 205,587,063.41 -1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145,186.33 182,226,754.27 -18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30 -1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9% 13.88% -25.9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49,454,127.35 2,392,661,653.37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66,595,545.83 1,364,225,218.78 0.17

股 本 655,695,158.00 620,037,084.00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08 2.20 -5.45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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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953.19万元，同比下降34.18%。 营业总收入下降主要因为本期

智慧照明工程收入及LED视频显示系统出口收入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6,512.43万元，同比下降179.74%。 实现利润总额-16,447.31万

元，同比下降180.0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14.52万元，同比下降184.04%。 净利

润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受新冠疫情、国家政策等原因的影响，景观亮化行业进入调整期，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全资子公

司深圳市千百辉照明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百辉” ）2020年收入和利润大幅下滑，公司根据《会

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要求，对前期收购千

百辉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初步减值测试，预计本期计提的商誉减值额约为1.6亿元（实际计提金额需依据

评估机构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确定），导致公司本报告期业绩亏损。 上述商誉减值后，公司剩

余商誉约为3,000万元。

(2)公司LED显示业务出口收入占比较高，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体育、广告等客户需求下降，海外

销售订单部分延迟出货或取消，导致营业收入下滑。受新冠疫情和国家政策等影响，智慧照明业务项目

延期或取消，导致销售收入下降。

(3)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研发和推出新产品，积极拓展LED显示国内市场，扩大国内

销售队伍，优化销售策略，导致2020年国内业务销售费用增加。

(4)公司海外业务主要以美元进行结算，受汇率波动，预计2020年汇兑损失约为1,812万元,上年同

期为汇兑收益 216万元，导致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约938.89%。

(5)报告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约为2,65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2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83.33%，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减少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4,945.41万元，较期初下降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6,659.55万元，较期初增长0.17%；股本655,695,158股，较期初增长5.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2.08元，较期初下降5.45%。 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发生变化，主要

是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加大投入，研发和推广智能会议一体机、影视拍摄

LED显示系统等产品，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大交通、金融、教育、会议室、影视电视台等市场取得成效。

截至目前，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强了企业实力。 “Mini� LED智能制造基地建设

项目”前期已开展投入，并在逐步释放产能。 公司在2012年起研发Mini� LED，已累计申请了超过30项

的Mini� LED相关全球专利，实现了Mini� LED显示产品的商业应用，订单增加。

公司加大收款力度及资金管理，预计2020年度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约为6,376万元，公司资金状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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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

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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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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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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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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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万元～240万元 亏损：838.5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25元/股～0.0037元/股 亏损：0.013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的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如下：

与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第一季度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响相对减弱，LED显示业务订单充足，

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预计同比增长，导致2021年第一季度预计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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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1-027

转债代码：113532� � �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095号）核准，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4月2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海环转债” ）460万张（46,000万元），每张面

值100元，期限6年。 其中，公司控股股东福州市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水务” ）配售

海环转债250万张（25,000万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4.35%。

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 福州水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累计减持海环转债净额138

万张，占发行总量的30.00%。 减持后，福州水务持有海环转债112万张，占发行总量的24.35%。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2日、2019年7月5日、2020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海峡环保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

2019-044、2020-002）。

2021年4月14日，公司接到福州水务通知，福州水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21年1月

10日至2021年4月14日期间累计减持海环转债46万张，占发行总量的10.00%。 具体变动详见下表：

持有人

本次减持前持有数

量（张）

减持前持有比例 减持净额（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

（张）

减持后持有比例

福州市水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1,120,000 24.35% 460,000 660,000 14.35%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817� � �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1-028

转债代码：113532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4月12日、4月13日、4月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12日、4月13日、4月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

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污水处理业务主要涉及生活污水处理及工业废水处理，未涉及海洋污染治理。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需要

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控股股东

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情况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7）。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21-26

美好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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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元–15,000万元 亏损：9,1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50元/股–0.0610元/股 亏损：0.037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受房地产开发周期影响，2021年第一季度房地产项目结算面积、结算收入较少，造成公司本报告期

业绩亏损。 房地产业务板块预售项目期末预收款项约115亿，但尚未达到结算条件，将在以后期间逐步

确认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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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网，敬请投资者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 � �公告编号：2021-27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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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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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290 365,948 16.22

营业利润 -8,889 -5,335 -66.62

利润总额 -17,731 -7,106 -14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60 6,689 41.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83 0.0268 4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0.94% 增加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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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1,421 2,752,127 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722,156 707,964 2.00

股 本 246,699 246,69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3 2.87 2.09

注：上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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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5,2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9,342万元；营业利润-8,889万元，

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3,554万元；利润总额-17,731万元，较上年同期亏损增加10,625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6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1.43%； 基本每股收益0.0383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42.91%。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对于公司房屋智造业务造成了较大影响，公司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情况下积极开展复工复产，公司部分项目于四季度达到了竣工交付节点，完成了交付并确认销售收入42

亿元；

（2）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合肥名流置业有限公司、安徽东磁投资有限公司和东莞市塘厦

宝光渡假娱乐有限公司100%股权，取得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约9亿元；

（3）报告期内，本公司认购的“千为10号私募投资基金” 、“长安信托———稳健190号债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和“泰舜优选2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存在损失部分本金的风险，公司已组建专项

小组进行持续沟通，后续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报告期内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基金、信托产品目前情

况，计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约1.9亿元；

（4）公司现代农业板块共流转农业用地8.5万亩用于经营，由于连续亏损，公司已于本年内完成洪

湖土地6.4万亩的退租工作，报告期内，将已投入的农田改造费用，即长期待摊费用余额约1.8亿元一次性

计入当年损益。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831,421万元，较上年末增加2.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2,156万元，较上年末增加2.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93元，较上年末增加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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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1-10）无

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2020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于2021年4月

27日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对经营情况初步核算做出，最终数据以公司

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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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1-23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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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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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063,398.55 884,393,996.72 -28.19%

营业利润 -37,837,012.70 182,740,943.69 -120.71%

利润总额 -52,175,318.10 175,949,734.10 -12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416,584.23 149,824,101.50 -13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74 0.3193 -13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13.36% -17.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8,134,365,317.32 8,552,836,246.28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64,886,051.93 1,215,302,636.16 -4.15%

股 本 469,264,621.00 469,264,621.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8 2.59 -4.1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本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资产总额81.34亿元，比期初减少4.18亿元，减幅4.89%；公司

负债总额69.69亿元，比期初减少3.68亿元，增幅5.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合计11.65亿

元，比期初减少0.50亿元，减幅 4.15%。 公司本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50亿元，同比减

少2.00亿元，减幅133.65%。 公司本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36亿

元，同比减少1.93亿元，减幅123.15%。

影响本期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影响，全年免收通行

费时间同比增加，公司通行费收入大幅减少。

（二）变动幅度较大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4,933.06万元，减幅28.19%，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突发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全国紧急启用一级响应，原法定春节假期免收通行费期间（1月 24日-1月30日）延长至

2月8日；同时，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相关政策，经国务院同意,自2020年2月17日零时起至2020年 5月5日

24时止,免收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

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2,812.51万元，减幅129.65%，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减少。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20,024.07万元，减幅133.65%， 同比减少的主要

原因是营业收入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 《2020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21-05）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目前，公司2020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2020年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有关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详情，请参阅公司随后

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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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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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55� �证券简称：山西路桥 公告编号：2021-22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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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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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万元–4,400万元

亏损：12,270.4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7.71%�-�135.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25元/股–0.0938元/股 亏损：0.26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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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2

月17日至2020年5月6日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 本报告期，前述影响因素已消除，公司下

属子公司山西路桥集团榆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通行费收入大幅增长，预计实现净利润约4,300万元-5,

3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依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预告期经营成果的初步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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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6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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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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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755,176.42 841,797,492.16 16.15

营业利润 98,725,320.90 -25,667,722.07 484.63

利润总额 96,890,245.83 -55,670,691.57 2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83,178.62 -64,920,169.14 21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59 21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8% -8.15% 17.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386,673,825.35 967,244,375.19 56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3,705,560.59 753,715,371.97 7.96

股本 110,670,000.00 110,67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35 6.81 7.93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的情况说明

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7,755,176.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15%；营业利润98,725,320.9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4.63%；利润总额96,890,245.8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4.0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75,083,178.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5.65%。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2020年度，虽然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但公司在积极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推动复工复

产，抓紧市场机遇，扎实做好生产经营，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充分利用疫情期间“宅经济”和健康产品需

求的增长，促使业绩持续提升，在一季度大幅减产的情况下，仍实现全年同比增长；

2、报告期内，受益于国家有关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影响，期间费用减少，同时在公司及时采取主要

材料供应锁定及远期结汇等有效措施下，总体营业成本下降，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均较上年实

现大幅增长。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为6,386,673,825.35元，较期初增长560.30%，主要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完

成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51%股份收购所致；

2、2020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13,705,560.59元，较期初增长7.96%；

3、2020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35元，较期初增长7.9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差异的说明

公司在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20年度累计净利润预计数变动区间为6,500万元-9,500万

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083,178.62元，与公司在2020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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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70� � � � � � � � � �证券简称：香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7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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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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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3,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73.19%–685.39%

盈利：445.6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元/股–0.32元/股 盈利：0.04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第一季度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3,500万元， 比上年同期

445.64万元，增长573.19%-685.39%，业绩变动原因主要如下：

1、 衡器产品业务：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的“宅经济” 效应和健康产品需求仍保持增长，预计衡

器产品业务实现盈利约1,430万元-1,570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2、 汽车零配件业务：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完成宁波均胜群英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均胜群英” ）51%股份收购。 报告期内，均胜群英的新能源汽车业务按计划实现逐项量产交付，同

时智能座舱饰件及进气管理系统等产品订单持续增长，预计实现盈利约6,040万元-6,740万元，同比

有较大增幅，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约3,080万元-3,440万元；

3、 经专业评估公司初步预测，因均胜群英资产评估增值，预计增加折旧摊销以致减少合并净利润

约900万元；

4、 因收购均胜群英51%股权的并购贷款利息支出以致减少合并净利润约6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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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最终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

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91� � �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21-043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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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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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971,346.28 2,070,341,169.96 9.01%

营业利润 40,932,076.95 173,059,420.92 -76.35%

利润总额 48,191,602.32 172,385,478.16 -7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79,526.53 150,456,832.74 -8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24 -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3% 5.60% -4.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397,040,672.71 5,291,412,166.30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326,661,406.63 3,358,227,149.26 -0.94%

股 本 738,487,091.00 738,487,09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50 4.5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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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迅速蔓延，对公司整体经营业务尤其是线下门店销售造成了重大影响，

导致公司实现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尽一切努力来克服本次疫情对公司经营的影

响，并结合疫情及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保障公司经营平稳运行，公司以打造新零售平台为目

标，大力推动线上销售，积极发展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重点拓展社交电商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

股子公司遥望网络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尤其以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的社交电商服务业务实现跨越式

发展，其中短视频业务稳步发展，直播电商GMV较2019年实现约20倍增长，使得社交电商服务收入规

模大幅增长，同时取得了较好的盈利性。 在业务端，一方面公司培养出多名成熟主播，在打造主播梯队

上取得了良好成果，根据行业第三方平台统计显示，公司多名主播分别进入所处平台的头部序列；另一

方面，公司在供应链组织及系统建设上也构建起服务于直播前、直播中、直播后的中台系统，逐渐实现

线上化运营，有效提升了效率。

2020年三季度以来，社交电商业务盈利能力获得较快的提升，四季度随着年底电商销售旺季的到

来，公司控股子公司遥望网络单季的经营利润同比、环比均实现大幅提升，并完成年度经营目标；此外，

公司鞋履服饰业务在四季度也逐步摆脱疫情影响，经营基本恢复正常。 基于上述因素，公司报告期内虽

然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但也扭转了前三季度的亏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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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数据不存

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与会计师初步沟通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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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91� �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2021-044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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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 1000万元 亏损： 4921.1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元/股–0.0135元/股 亏损：0.0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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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一季度由于新冠病毒疫情蔓延，对公司整体经营业务造成了重大影响，导致公司出现经营

亏损。2021年第一季度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公司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其中互联网营销一季度业绩同

比大幅增长，在互联网营销及电商行业淡季的环境下，实现业务规模快速上升，预计互联网营销业务一

季度实现净利润约7000—8000万元。一季度公司社交电商服务业务中的GMV较2020年同期实现约10

倍的增长，已经进入规模化盈利的快车道，业务量在持续放大的过程中。 一方面，公司互联网营销业务

规模及盈利性提升的同时，也进行了较大的投入，为全年互联网营销业务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

一方面，公司鞋履业务正逐步摆脱疫情影响，经营情况同比有所改善，但由于行业竞争激烈，部分地区

因疫情有所反复进而影响当地的销售情况，加上公司因业务转型而产生部分额外费用，上述因素对经

营业绩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导致一季度鞋履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利用直

播电商方式推动鞋履业务的发展。 此外，公司于报告期内开始实施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所以公司自1

季度开始摊销由股权激励所产生的费用，这也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正逐步好转，预计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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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21-012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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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345,030.66 342,984.24 0.60%

营业利润 6,889.57 35,956.21 -80.84%

利润总额 6,158.57 35,643.83 -8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2.92 27,169.93 -6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31 -6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8.76 -5.83%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757,931.05 686,636.99 1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2,160.10 319,617.58 3.92%

股本 87,656.63 87,899.65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9 3.64 4.12%

注：1、表内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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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30.66万元，同比增长0.60%；营业利润6,889.57万元，同比下

降80.84%；利润总额6,158.57万元，同比下降82.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42.92万元，同

比下降64.88%。

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报告期内，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公司积极采取多种复工复产举措并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实现销售收入约345,030.66万元，同比上升0.60%。但因疫情及环保整治提升工作影响2020年一季

度、三季度产能利用率，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综合毛利率下降；因受外部市场

环境的影响，出口运费、保险相应增加，使得销售费用等期间费用增长。

（二）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0年度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应收款项、存货、商誉、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2020年

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对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118,941,577.19元，较上

年度增加较多。 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三）汇兑损失增加。 公司产品销售以出口为主，第三季度以来由于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持续下降，

对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 2019年度实现汇兑收益938.12万元，2020年度汇兑损失约3,710.83万元，导

致财务费用增加较多。

（四）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8,184.08万元，主要系本期确认的政府补

助及富祥药业股价波动等原因所致。其中富祥药业股价波动产生的公允价值损益为4,677.26万元 ，本

期确认的政府补助金额3,769.3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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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 中披露的

2020年度预计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莺妹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丽洁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倪晓燕

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 � �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21-013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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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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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67万元—8,287.57万元

盈利：5,919.6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4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7,538.33万元—9,610.23万元

亏损：1,087.4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93.24%-983.7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1元/股—0.095元/股 盈利：0.0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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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去年一季度公司的生产经营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本报告期公司提前规划，鼓励员工春节就地过

年，做好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的各项安排，春节期间照常生产，基本消除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同时，受益

于下游行业需求旺盛，公司电子化学品板块的锂电池材料六氟磷酸锂等产品的订单饱满，量价齐升。因

此，本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销售订单情况良好，实现产销量同比增加，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 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7,538.33万元—9,

610.23万元，相对上年的亏损1,087.41万元增长较多。

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大幅增长，但由于本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亏损1,323万元，较上年同期

盈利7,007.11万元减少较多，主要系公司持有的富祥药业股价在本报告期内和上年的波动方向不同所

致。因此，2021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15.67万元—8,287.57万元，同比增

长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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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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