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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1-06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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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计情况

（一）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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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800万元–1200万元 亏损：516.8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81元/股–0.0571元/股 亏损：0.0246元/股

（二）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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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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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万元–850万元

盈利：25.2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55.64%�-3263.6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71元/股–0.0405元/股 盈利：0.0012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0年前三季度受疫情影响，相关产业链整体复工延迟，经济运行效率降低，人员

复工延后，运营成本上升，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导致2020年前三季度亏损；

2、2021年以来， 公司拓展了部分新业务及新客户， 增加了部分国内外客户和订单，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额实现同比增长约46%。 同时，人力成本的上升及部分原材料价

格的上涨，对业绩有一定影响，但公司业绩整体实现扭亏为盈。

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435万元，主要为

政府补助。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

据将以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93� � � � � � � �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1-096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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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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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67,000万元-74,000万元

盈利：453.1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4686%-1623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8852元/股-0.9777元/股 盈利：0.0060元/股

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2021年7-9月）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2021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6,340万元-23,340万元

亏损：582.6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904%-410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159元/股-0.3084元/股 亏损：0.007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2021年1-9月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钾肥业务营业收入同比上升，主要原因为公司围绕经营发展战略的

调整，聚焦钾肥核心业务，优化销售策略，同时国际钾肥价格上涨，钾肥产品销售较上年同

期有所改善。

2、报告期内，公司已剥离贸易及船运业务，不再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产生负面影响。

3、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6.27亿，主要原因为公司通过法律手段积极

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逐步化解公司历史遗留问题，诉讼案件相应的补偿款增加公司当期

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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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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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 � � � � �证券简称：梦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1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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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81.04%– 110.84%

盈利： 4,363.57�万元

盈利： 7,900�万元 -��9,2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0�元/股 – 0.11�元/股 盈利： 0.0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的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7月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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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1,285�万元– 14�万元 盈利： 1,347.3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盈利： -0.02�元/股 – 0.00�元/股 盈利： 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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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前三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有以下原因：

（1） 报告期， 公司富信业务继续保持较高增长， 富信业务量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291.98%。 公司5G富媒体消息平台三季度已产生收入及毛利贡献，因此公司云通信业务综

合毛利率同比有所提升；

（2）公司持续加大5G富媒体消息、华为服务号等新业务投入，目前相关产品正处于技

术调试与对接，并进行市场推广、拓展阶段，新产品试商用导致期间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大

幅增加；

（3）三季度，公司主要侧重5G富媒体消息业务的技术对接、客户开拓与平台运营，主

动放弃了部分低毛利云短信客户的份额。 待5G富媒体消息业务导入初步完成后，有望继续

提高公司云通信业务的收入及综合毛利率，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4）公司原有电力电子业务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在本报告期内有部分冲回，故对报表

亦会造成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2021年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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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79� �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21-077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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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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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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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万元 – -2,500万元

盈利：418.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37.13%�-�-697.9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5元 -�-0.11元 盈利：0.02元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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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万元 – 1,500万元

盈利：4030.2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5.19%�-�-62.7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元 -�0.06元 盈利：0.17元

注：以上表格中的“元” 均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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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福建省松林改造提升行动方案》及相应配套的文件等精

神，在政策允许的天然松林择伐改造提升、人工松林皆伐改造提升阶段内，采取方案制定的

新技术类型不断优化公司森林资源结构，提高公司森林资源质量。这一政策，在降低公司松

林病害可能产生的损失风险的同时也进一步盘活了公司松林资源。目前公司经营区内马尾

松生产、销售或加工销售管理相对严格且马尾松材价长期以来比杉木相对更低。

综上所述，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有所下滑。 公司将持续加大力度组织木材生产并加快木

材生产进度；在优化公司森林资源结构、提高森林资源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兼顾所采伐树种

的优势结构，以保障公司全年总体业绩稳定。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数据将

在本公司2021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3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2021-040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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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1月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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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万元-�38,000.00万元 盈利： 9,514.7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5739�元/股-�0.7269�元/股 盈利： 0.1820�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7月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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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62.23�万元-�40,762.23万元 盈利： 2,169.2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6267��元/股-�0.7797�元/股 盈利： 0.041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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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30,000.00�

万元-� 38,000.00万元 ， 主要原因系：（1） 公司2020年度上半年确认业绩补偿收益3,

617.53万元，本报告期未确认；（2）本报告期内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

的诉讼事项已二审判决，同时因山金公司提前一年毁约引发相关公司索赔诉讼，公司收到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停止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人民币34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资金仍在本公司账户，但基于谨慎性考

虑，公司确认计提预计负债3.78亿元；（3）公司按照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准备，本报告期内

同比增加2,282.85万元；（4）扣除业绩补偿、预计负债及坏账准备影响外，本报告期经营情

况有所回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4.19%-12.87%。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1-080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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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扭亏为盈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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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0.00万元-6,500.00万元 亏损：12,355.5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65元/股–0.0622元/股 亏损：0.1183元/股

（2）预告期间：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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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4.25万元-2,784.25万元 盈利：8,657.5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09元/股–0.0267元/股 盈利：0.0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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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冰箱柜、空调、洗衣机等业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向好，而上年同期

受疫情影响，国内销售市场表现平淡。因此，本报告期累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

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公司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第三季度主要受国际物流运输影响，导致公司海外业务销售收入同比下降，同时因大

宗原材料价格同比上涨，导致当期净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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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具体数据

以公司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605� � �证券简称：姚记科技 公告编号：2021-113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前三季度的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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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的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2、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扭

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41,660万元—44,660万元

盈利：40,0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1%�-�11.51%

其中， 预计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9,000万元— 12,000万元

盈利：12,18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6.12%�-�1.49%

3、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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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51万元—48,951万元

盈利：98,49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3.35%�-�50.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1482元/股—1.2232元/股 盈利：2.4786元/股

其中， 预计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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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0万元—12,250万元

盈利：18,45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9.87%-33.6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10元/股—0.3060元/股 盈利：0.4636元/股

4、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在前期制定的经营方针下取得良好成绩，互联网移

动游戏业务、 互联网创新营销业务和扑克牌业务等三大业务板块的经营状况

均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因此，公司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持续保持增长。

2、公司第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去

年同期相比预计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扑克牌业务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采

购成本增加。 本次原材料价格上涨属于短期阶段性波动，目前已经恢复正常，

对后期扑克牌业务的业绩不造成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是为提高互联网移动游

戏业务的综合竞争力，加大了研发力度，导致研发费用增加。因此，公司业绩总

体增速放缓， 预计2021年第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会出现下降。

3、公司前三季度以及2021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

年同期下降，主要是上年前三季度存在较高的非经常性损益。一是因为上年第

一季度公司因对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由权益法核算变更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核算方法的变更形成了较大的非

经常性损益； 二是上年第三季度公司处置众百路房产确认的资产处置收益形

成了较大的非经常性损益。

4、公司前三季度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

约为4,300万元，其中，公司因处置细胞公司2%的股权形成的非经常性损益税

后约为561万元，其他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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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

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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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807�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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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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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1年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00,000万元—325,000万元

盈利：570,296,312.92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6.04%-469.8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96元/股—1.04元/股 盈利：0.18元/股

项 目 2021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0,000万元—125,000万元

盈利：327,016,751.89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5.79%-282.2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2元/股—0.40元/股 盈利：0.10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1-9月，因主要受铝价上涨的影响，导致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铝股份”或“公司” ）业绩同比实现增长。报告期内，虽然铝产品消费需求旺盛、价格持续上

涨，但公司所在区域限电减产程度加剧，加之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公司虽通过优化

工艺控制，调整生产组织，实施全要素对标、降本增效和节能减排等工作，持续加大营销力

度，积极开拓市场，但2021年第三季度铝商品产销量仍环比下降，未完成年初制定的产销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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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 � �证券简称：惠程科技 公告编号：2021－125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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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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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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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2,500万元–15,000万元 盈利：2,570.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元/股–0.19元/股 盈利：0.03元/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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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5,063万元–7,563万元 亏损：725.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元/股–0.10元/股 亏损：0.0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市场供求因素影响，2021年公司电气业务执行的订单有所减少,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内，手游市场买量竞争加剧，买量集中化使得整体游戏买量的成本上升，公司

游戏业务的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在重庆市璧山区建设的充电桩生产项目有序推进中，目前过渡期厂

房已整备完毕，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由于充电桩项目于2021年启动，正处于发展期，故未能

在报告期内形成规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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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1-58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不予核准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决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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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下发的《关于不予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3212号）。

2021年9月6日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 ）举行2021

年第95次工作会议，依法对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 发审委会议以投票方

式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表决，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申请未获通过。 根据《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63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证监会令第134号）等有关规定，现依法对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公司如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可在本决定作出之日起6个月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申请文

件。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98� � � � � � � � �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21-5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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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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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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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月） 上年同期（2020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3,900万元-29,800万元

亏损：33,9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亏：0.21%-12.2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620元/股-0.2303元/股 亏损：0.2625元/股

其中，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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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28,189万元-24,089万元 亏损：26,61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178元/股-0.1862元/股 亏损：0.2056元/股

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计算定

期报告中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 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

准。 因此，本次公司计算本期基本每股收益指标时，已扣减公司回购股份数23,001,458股

（截至2021年9月30日）。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中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转让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确认投资收益约4亿元，该

部分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系非经常性损益。

2、根据公司统一安排，产业公司对库存存货进行摸底清查，报告期内根据清查情况预

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9亿元。

3、部分产业公司受去年疫情及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影响，本业务年度销售提前，年前发

货量增加；公司为降低库存压力，控制制种面积，导致报告期内部分销售品种供不应求，营

业收入下降，净利润下降。

4、 子公司三瑞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国家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调整政策挤压向日葵

等经济作物种植空间、仿品冲击和部分食葵主产区发生病虫草害的影响，营业收入下降，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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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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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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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672� � � � � � � � �股票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2021-6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仲裁事项概述

2020年12月2日，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

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仲裁委” ）发来的《仲裁通知书》[（2020）沪仲

案字3835号]，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桑德（天津）再生资源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启迪再生资

源” ）就与公司发生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上

海仲裁委已受理此申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桑德再生资源控股有限公

司签订的 〈确认函〉 相关事项的进展暨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77）。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通知，启迪再生资源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

交了《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对仲裁请求作出变更。 请求变更情况具体公告

如下：

申请人：启迪再生资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一）变更后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债务抵销后的2015年度的损害赔偿人

民币27,733,469.21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2016年度截止至8月末的基金补贴款

损失金额人民币40,806,685元；

3、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400,000元以及仲裁费

用。

（二）请求变更的事实与理由

因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远东江” ）于2015年第

三、四季度存在拆解疑似仿制废弃电器的情况，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暂停清远东

江拆解审核，并停发2015年度相关补贴，并未审核清远东江根据《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2015年版）》提交的2016年度自查报告

及拆解数量。

清远东江于2020年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

（2019年版）》（以下简称《审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重新对2016年度

的拆解情况开展自查并提交2016年度自查报告及拆解数量， 相关行业主管部

门已予审核确认并公示。 鉴于《审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较前版存在较大

改动、且审查要求更为严格，清远东江重新自查较2016年度自查相比拆解数量

扣减率大幅提高，损失金额为人民币40,806,685元，申请人主张应由被申请

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截至2020年末， 公司根据会计政策已对启迪再生资源对本公司负有的股

权转让价款与股东借款的债务合计138,467,689.47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并对启迪再生资源请求的债务抵销后的赔偿款27,733,469.21全额计提了预

计负债。

截至本公告日，本仲裁尚未开庭审理，相关事项可能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造成一定影响，最终以裁决结果为准。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

司于2016年4月进行包括实际经营管理权在内的各项交接工作，并于2016年8

月完成股权交易过户，清远东江不再是本公司的子公司。本公司将根据股权转

让协议约定及实际进展情况积极应对上述仲裁， 通过法律程序积极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仲裁事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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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除公司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亦不存在累计达

到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

2、《延长审理期限通知》。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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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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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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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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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330,000.00万元-350,000.00万元

盈利：188,815.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5%-8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3.20元/股-3.60元/股 盈利：1.96元/股

（二）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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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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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元-10,000.00万元

盈利：126,679.4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0%-10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元/股-0.10元/股 盈利：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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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财务数据

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上半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海外依然比较严峻，对防护手

套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产品价格及销量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对前

三季度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与业绩承诺方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蓝帆投资” ） 及Li� Bing� Yung、Thomas� Kenneth� Graham、Wang�

Dan签署的《关于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与北京信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信聿” ）签署的《关于CB�

Cardio� Holdings� V� 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标的公司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因未完成2020年度业绩承诺，公司于2021年5月17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6月8

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公司分别以1元总价回购注销蓝帆投资持有的公司23,361,227股

股份、北京信聿持有的公司24,787,109股股份，蓝帆投资和北京信聿同时返

还补偿股份对应的分红款分别为317.71万元和337.10万元，Li� Bing� Yung、

Thomas� Kenneth� Graham、Wang� Dan分别以现金方式补偿公司161.32万

美元、12.88万美元、9.66万美元。 上述业绩补偿款及补偿股份折合金额合计折

合金额合计109,555.82万元， 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已于6月份实施完毕，对前三季度业绩有正向影响。

3、2021年第三季度， 防护手套价格较2020年第三季度有较大幅度的下

降，防护事业部盈利情况较去年同期有较大程度下降；护理事业部因受国内外

疫情订单减少影响，盈利情况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心脑血管事业部支

架业务因受国内集采和国外疫情反复影响，业绩出现亏损；心脏瓣膜业务因产

品处于成长期，市场尚未完全打开，处于亏损状态；公司的联营企业因投资组

合中有上市公司， 该上市公司股价波动导致联营企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净

利润为负，导致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该联营企业投资收益为负。

四、风险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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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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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