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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股票代码：600552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十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变动其在凯盛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

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并未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凯盛科技、上市公司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凯盛集团、划入方、本公司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华光集团、划出方 指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院 指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 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无偿划转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安徽华

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划出的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755,932股（占凯盛科技股本总额的21.83%）股份的所有权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号

法定代表人：彭寿

注册资本：人民币502,512.9793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923517F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2017年10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

计、咨询。 招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

包；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应用、安装；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

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生产、组装、销售及安装。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璃产品的深加

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化

工、冶金、市政工程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国海广场B座11层

联系电话：010-6813938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

（一）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凯盛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凯盛集团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建材集团，是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建材行业管理公司，2003年成为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中央企业；目前注册资本1,713,614.628692万元，法定代表人周育先。中国建材集团

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实力雄厚，其主要从事材料及制品、仪器和生产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开展工程设计与总承包等

业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国建材集团总资产为60,012,574.13万元，净资产为18,900,908.55万元；2020年度营业

收入为39,409,659.83万元，净利润为2,013,452.21万元。 截至2021年6月末，中国建材集团总资产为63,978,301.20万

元，净资产为20,443,045.16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为18,731,282.04万元，净利润为1,201,326.67万元。

截至2021年6月末，凯盛集团出资人未有将凯盛集团股权进行质押的情况，也不存在任何的产权争议情况。

凯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建材集团。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

比例

经营范围

中建材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

598684.6147

68

100%

承包境外建材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

料出口；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销售建筑材料、有色金属、汽车配

件、五金矿产、交电化工、机械设备、工具配件、仪器仪表、木材纸张、土特产

品、日用百货、轻工纺织品、室内外装饰及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人员培

训；组织展览展销；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代理。（市场主

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建筑材料

科学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214274.56 100%

水泥、混凝土外加剂、玻璃及玻璃纤维、陶瓷、耐火材料、新型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自动化仪表、建材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技

术转让与服务；上述产品的科研分析测试、计量；上述产品的展示；进出口业

务；实业投资；物业管理；自有房屋出租；建材设备租赁；房屋装修；机动车收

费停车场；技术信息咨询服务；广告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中国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

843477.0662 43.02%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新型建

筑材料及制品、新型房屋、水泥及制品、玻璃纤维及制品、复合材料及制品的

技术研发、生产和销售；建筑材料的仓储、配送和分销；水泥、玻璃生产线的

技术研发、 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包； 新型建筑材料的工程设计与工程总承

包；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信息服务；承包境外建材、建筑和轻纺行业

的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及工程；进出口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北新建材集团

有限公司

121049 100%

制造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及配套产品、机械设备、金属房屋；销售煤炭；

汽车货运；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房地产开发，销售商

品房；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及配套产品、机械设备、金属房屋的技术开

发、销售、技术服务；销售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机械、汽车配件、五金交电化

工、矿产品；仓储服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未经专

项审批项目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凯盛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502512.9793 100%

建筑材料及轻工成套设备的研制、销售；轻工新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

务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咨询。 招标代理业务；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

应用研究和生产；绿色能源项目的咨询、设计、节能评估和建设工程总承包；

新能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新能源及节能产品开发、推广

应用、安装；太阳能建筑一体化房屋构件、集成房屋、新型房屋的技术开发、

生产、组装、销售及安装。 玻璃及原材料、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玻璃

产品的深加工、制造、销售；非金属矿资源及制品的加工销售；计算机软件开

发、技术咨询、物化分析、热工测定；建材、煤矿、电力、化工、冶金、市政工程

的机电设备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中建材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5000 100%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委托加工建材、装备产品；销售针纺织品、服装、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日用杂货、金属材料、机械设备、

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

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中国建筑材料

工业地质勘查

中心

9526 100%

对建材地勘工作实施有关管理。 矿产地质勘查业务管理 工程地质业务管

理 环境地质业务管理 地质灾害业务管理 探矿工程业务管理 地质测绘业务

管理 地质资料业务管理 地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指导 地质技术创新与推广

业务管理 地质勘查技术服务业务管理 地质勘查报告审查与评估 所属地质

勘查队伍管理《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导刊》出版

中国建材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

120000 76.26%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

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对成员单位提供担

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

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

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固定收益类）。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中材节能股份

有限公司

61050 50.66%

电力、热力、余热余压余气利用、固体废弃物处理、环境治理、新能源、照明节

能改造（半导体路灯照明）、建筑节能系统工程项目的开发、咨询、技术服

务、设计、工程建设总承包；余热发电项目的投资；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分布式电源的开发及建设；节能环保装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保温材料、

机械电器的研发及销售；提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开发方案及技术咨询；代

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减排额销售业务； 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经营

的进出口业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

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

项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中国中材进出

口有限公司

10000 100%

粮食收购；销售食品；进出口业务；重油、焦炭、建筑材料、钢材、机械设备、化

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饲料、化肥、橡胶、汽车的销售；国际货运代理、

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说明

（一）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业务情况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凯盛集团“3+1” 战略规划，凯盛集团主营业务

收入主要来自于优质浮法玻璃与特种玻璃板块、显示材料与应用材料板块以及新能源材料板块。

（二）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近三年财务状况

凯盛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0 2019 2018

资产总额 52,867,972,416.05 45,325,469,672.57 40,311,226,277.72

负债总额 36,628,221,925.90 33,031,378,141.14 30,113,151,698.57

所有者权益 16,239,750,490.15 12,294,091,531.43 10,198,074,579.15

少数股东权益 6,488,195,286.16 5,764,958,521.22 5,125,189,894.56

归属母公司权益 9,751,555,203.99 6,529,133,010.21 5,072,884,684.59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20 2019 2018

营业收入 19,038,373,249.81 14,400,365,062.57 11,122,068,306.31

营业成本 15,086,152,945.98 11,684,715,615.90 9,155,876,524.49

营业利润 773,487,144.87 -79,774,831.53 -128,891,561.82

利润总额 1,034,942,557.25 589,227,983.75 510,959,818.70

净利润 895,689,599.90 482,014,943.69 434,517,700.5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249,812,126.41 245,069,405.57 299,024,157.17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合规经营情况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近五年来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不存在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居留权

彭寿 董事长 中国 无

张健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无

汤李炜 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中国 无

刘振旺 专职董事 中国 无

李志铭 董事 中国 无

王于猛 董事 中国 无

蒋洋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王丛笑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姚文君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无

曲孝利 监事 中国 无

高鹿鸣 职工监事 中国 无

上述人员中，汤李炜因泄露内幕信息于2018年5月24日受中国证监会处以20万元罚款；其余人员近五年来未受到

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凯盛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他上市

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及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1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HK03323） 43.02%

2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603123） 50.66%

3 洛阳玻璃股份有限公司（600876） 31.71%

4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000786） 16.27%

5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600176） 11.60%

6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066） 40.13%

7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060） 66.61%

8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600970） 17.24%

9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080） 25.92%

10 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000877） 19.73%

11 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449） 20.46%

12 甘肃祁连山水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720） 27.64%

13 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HK03300） 22.83%

14 Singulus�Technologies�AG（XETRA:SNG） 16.75%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

5%以上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持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

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58.33%股权，通过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41.67%股权，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持

有或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权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和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响应国资委要求提升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级。华光集团将持有凯盛科技的股

权无偿划转给凯盛集团后，有效压缩管理层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促进企业减短管理链条，提升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

管理效益，增强企业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未来12个月内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发

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已经经过凯盛集团党委会及董事会审议，并取得了中国建材集团的批准。凯盛集团与华光集团已于

2021年8月25日签署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凯盛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股份，通过华光集团和蚌埠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6.22%的股份，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27.22%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凯盛集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22.83%股份，通过蚌埠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4.37%的股份，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仍为27.22%。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光集团将其持有的凯盛科技166,755,932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1.83%）无偿划转给凯盛

集团。

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是华光集团持有的凯盛科技166,755,932股股份（占总股本21.83%），划转基准日为

2020年12月31日。

（二）划出方就本次划转做好相关债务处置工作，划出方负责取得其主要债权人对本次无偿划转的无异议函。

（三）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情形，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凯盛科技与其现有职工劳

动关系不变。

（四）在获得中国建材集团批准同意后，由划转双方按约定共同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所涉及的华光集团持有的凯盛科技166,755,932股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

被质押、冻结等。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股票代码：600552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17号金融中心A座17层

通讯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17号金融中心A座17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签署日期：二〇二一年十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者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凯

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凯盛科技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凯盛科技、上市公司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光集团、划出方 指 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凯盛集团、划入方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蚌埠院 指 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团 指 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无偿划转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取得安徽华光光

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划出的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66,755,932

股（占凯盛科技股本总额的21.83%）股份的所有权

《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指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 指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17号金融中心A座17层

法定代表人：陈勇

注册资本：32,318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300149877281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光电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玻璃制造及加工、新型建材的制造；建筑材料生产、销售；玻璃原料深加工及

销售；机械加工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非金属矿物（不含煤

炭）、有色金属矿物及相关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不含投资、金融、证券及期货咨

询）；饲料、燃料油（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发、零售；燃气经营（不含存储、运输)；锂离子电池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锂电

池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

通讯地址：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17号金融中心A座17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其他国家居留权

陈勇 董事长 中国 无

夏宁 董事 中国 无

解长青 董事 中国 无

孙蕾 监事 中国 无

陈勇 总经理 中国 无

李龙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李蓓蓓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王泓涛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梁炜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华光集团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是响应国资委要求压减上市公司的管理层级。华光集团将持有凯盛科技的股

权无偿划转给凯盛集团后，有效压缩管理层级，调整优化组织结构，促进企业减短管理链条，提升中央企业发展质量和

管理效益，增强企业活力、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未来12个月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和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果根据实际情

况和需求在未来12个月内需要变动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程序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华光集团将其持有的凯盛科技166,755,93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21.83%）无偿划转给

凯盛集团。

二、权益变动的当事人

划出方：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划入方：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是华光集团持有的凯盛科技166,755,932股股份（占总股本21.83%），划转基准日为

2020年12月31日。

（二）划出方就本次划转做好相关债务处置工作，划出方负责取得其主要债权人对本次无偿划转的无异议函。

（三）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涉及职工分流安置情形，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后，凯盛科技与其现有职工劳

动关系不变。

（四）在获得中国建材集团批准同意后，由划转双方按约定共同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凯盛科技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

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光集团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华光集团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1．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1717号金融中心A座17层

2．联系人：胡婷婷

3．联系电话：0552-4010256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

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4日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 � � � �公告编号：2021-033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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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国有

股份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29�号）。 公司第一大股东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光集团” ）与其母公司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盛科技集团” ） 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签订

了《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华光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21.83%国有股份全部无偿划转至凯盛科技集团。本次无偿划转

后，华光集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凯盛科技集团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不变，仍为总股本的27.22%，从

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变为直接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14�日，公司收到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1.83%股权无偿划转有关事

项的批复》（中国建材发资本〔2021〕382号），同意华光集团将所持公司21.83%股份无偿划转至凯盛科技集团。

华光集团与凯盛科技集团于2021� 年10月 14� 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披露文件。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259� � � � � � � � �证券简称：ST升达 公告编号：2021-079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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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9月）

上年同期

（2020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663.84万元–4,215.38万元

盈利：689.9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1.03%-510.9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87元/股–0.0560元/股 盈利：0.0092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7-9月）

上年同期

（2020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1,231.13万元–1,782.67万元

亏损：1,964.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62.67%-190.7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64元/股–0.0237元/股 亏损：0.0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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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主要原因为：

1、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影响，液化天然气市场需求扩大，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率，

毛利更实现翻番增长；

2、强化内部管理显成效。 加强环节管理助推降本增效、开拓市场并提升市场信誉度等手段综合促

使本报告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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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1-140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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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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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108,000.00万元–118,000.00万元 亏损：2,676.3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7897元/股–0.8628元/股 亏损：0.0196元/股

4．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33,000.00万元–43,000.00万元 亏损：11,925.4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413元/股–0.3144元/股 亏损：0.0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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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技术、产品创新层面持续投入，实现新

一代屏下摄像技术解决方案、165Hz刷新率AMOLED产品方案在全球首发并量产交付； 持续推进原

材料国产化进程，并通过技术降本等创新手段提升产线运营水平实现降本增效；在市场拓展方面取得

新的进展， 智能手机领域供货荣耀、 中兴、 努比亚、 摩托罗拉等多款旗舰产品， 智能穿戴领域供货

OPPO、FITBIT、小米、华米等创新智能终端，报告期内产品出货量大幅度增长。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27.00亿元到28.50亿元， 其中OLED产品销售收入为26.00亿元

到27.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到104%。 昆山第5.5代AMOLED面板生产线出货量较上年同期增

长约85%，固安第6代AMOLED面板生产线出货量较上年同期增长约135%，对公司当期营业收入产

生积极影响。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为参股公司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利技术许可、咨询及管理服务对2020年前三

季度业绩影响金额为57,892万元，本期未发生。 此外，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贡献较上年同期减少约55,014万元，主要为政府补助变动影响所致；

2．公司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持续探索前沿技术的同时不断改进现有产品工艺、加大研发投

入，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3．公司固安第6代AMOLED面板生产线于2021年上半年转固，使得公司第三季度固定资产折旧

摊销费用增加，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73�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当代 公告编号：2021-070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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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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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月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对比

项 目 1月1日-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000万元–7,000万元 亏损：8,749.7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33元–0.0887元 亏损：0.1104元

（2）7-9�月份预计数与上年同期对比

项 目 7月1日-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169.52万元–6,169.52万元 亏损：2,749.0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28元–0.0781元 亏损：0.0345元

4.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071.74万元至-21,071.74万元 -24,734.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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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1月-9月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银行贷款所产生的财务费用较高；公司下属影

院三季度受江浙沪疫情影响亏损金额较大；未收回的应收款按账龄持续计提坏账准备。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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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季度报告内容

为准。

2.目前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存

在退市风险。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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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35� � � � � � � � �证券简称：ST林重 公告编号：2021-006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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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3,000万元–16,000万元 盈利：1,02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22元/股-0.1996元/股 盈利：0.0128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4,800万元–7,800万元 盈利：1,95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99元/股-0.0973元/股 盈利：0.0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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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受洪灾、疫情以及流动资金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报告期

内开工率不足，致使公司营业收入减少；二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致使公司营业成本增加。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与《2021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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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65�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1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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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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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5,000万元～7,500万元 盈利：708.4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7元/股～0.56元/股 盈利：0.06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1,500万元～4,000万元 盈利：371.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1元/股～0.30元/股 盈利：0.03元/股

注：本公告中的“元、万元” 均指人民币“元、万元” 。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因报告期原辅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成本费用同比增加，净利润同比下降。

2、因部分客户存在经营困难等原因，公司对部分应收账款及模具计提减值准备。 该部分减值对本

期损益影响约3200万元，该损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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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准。

2、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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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11� � � � � � � � �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21-099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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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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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万元 -�1200万元

盈利：4,159.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78.36%�-�71.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8元/股 -�0.037元/股 盈利:0.13元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情况

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1年7月1日 -�2021年9月31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400万元-600万元

盈利：142.3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80.94%-321.4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2元/股-0.019元/股 盈利: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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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主要产品机制糖产糖率、产量、售价比去年同期下降，公司为发展甘蔗种植，增加了

甘蔗扶持投入，吨糖成本同比上升，食糖销售毛利率同比下跌,制糖业务业绩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防疫物资订单同比下降，售价同比下滑，防疫物资的毛利率同比下降。

3、 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的南宁天然纸业有限公司配合政府实施土地收储获得资产处置收益约

5500万元，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49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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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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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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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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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500万元—3,500万元 盈利：15,08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7%—83%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05元—0.0987元 盈利：0.4288元

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7月1日-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00万元—600万元 盈利：3,33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13元—0.0169元 盈利：0.0941元

注：上年同期（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公司确认减资退出对信念医药科技（苏州）有限

公司的投资收益3,162万元，若剔除此影响，本报告期（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2020年1月1日-2020年9月30日）下降7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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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出生人口数量下降（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为1,003.5万

人，较2019年1,465万人同比下降32%）的持续性影响，产前检测服务需求减少。 报告期内，占公司营

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医学产品及服务数量增速放缓，且市场竞争加剧使检测价格呈下降趋势，导致公司

整体业绩水平降低。

2、报告期内，公司设备销售的主要产品为NexSeq� CN500，该设备销售增长明显，但因销售毛利

率水平较低，公司整体业绩水平未有明显提升。 策略上，公司充分发挥该设备对其他产品及服务的联

动作用，将该设备打造成全平台检测设备，加大该设备在微生物领域和第三方检验机构的销售力度，

并带动遗传、肿瘤、微生物等领域的相关试剂销售。

3、 报告期内， 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增速承压，NIPT� Plus、CNV-seq、WES、 地贫检测试剂盒，

Novaseq� 6000Dx-CN-BG、Sequel� II� CNDx基因测序仪等新产品正在注册申报的管线中。 公司加

速推进新产品获证，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改善整体业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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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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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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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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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权无偿划转的概述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庆华科” ）于2021年5月6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详见5月7日中国证券报B039版和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2101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印发《关于无偿划转中国石油林源炼油

有限公司所持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调整方案的批复》（中油资运[2021]74号），拟将中国石油

林源炼油有限公司（下称“林源炼油” ）所持有的大庆华科 20,339,7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9%）全部无偿划转至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大庆石化” ）。

公司于2021年8月19日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大庆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收购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

所关于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

2021年10月14日，划转双方已办理完成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上述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毕，过户日期为2021年10月13日。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大庆石化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71,

339,7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5.03%）；林源炼油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国

务院国资委；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变。

特此公告。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