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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2021年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2.预计业绩变动方向：扭亏为盈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盈利2100万元至3000万元

亏损4628.38万元

同比增长145.37%至164.82%

基本每股收益 0.0065元至0.0093元 -0.0143元

其中：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538.72万元至2438.72万元

亏损463.28万元

较上年第三季度降低232.14%-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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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今年以来，汽车市场有所恢复，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和新能源汽

车市场上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带动销售收入及营业利润增长，同比扭亏为盈。

2.公司各类主要产品所需的金属、半导体元器件、机械部件等原材料采购价格持续上

涨，导致产品成本上涨，毛利不及预期。

3.受新冠疫情干扰，公司的国际业务遭遇物流不畅及各类物流费用持续巨幅上涨的严

重不利影响，产生大额运输费用，致使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引发海外业务亏损，并导致公司

当季整体亏损。

4.财务层面，由于流动资金贷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长，提高了财务费用；由于人民

币升值，导致出口业务货币汇兑损失增长。

四、其他说明

此次业绩预告的数据是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审计，可能会因财务进

一步核算而有所变化。

敬请各位投资者审慎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8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100%

股权挂牌转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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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科融” ）是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持有诚志科融100%股权，为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公司于2021年9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100%国有股权挂牌

转让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 清华控股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

诚志科融100%股权，并对上述转让诚志科融100%股权事项进行信息正式披露，上述转让

的信息披露起止日期为2021年9月3日至2021年9月30日。

公司于2021年10月14日接诚志科融通知获悉，诚志科融100%股权转让于北京产权交

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信息披露期间共征集到多家意向受让方，经北京产权交易所会同清华

控股根据相关交易规则对意向受让方进行资格审核后，按照交易规则采取评审方式确定受

让方为国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南昌工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交易价格

为565,800万元人民币。 北京产权交易所向各意向受让方发出了《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评审结果通知书》。

若该转让实施完成，可能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鉴于相关事宜尚需清华

控股与最终受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及办理后续转让手续，以及其他如需的审批等相关程

序，此次股权挂牌转让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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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90� � � � � � � � �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临

时停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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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限产、停产情况介绍

南京诚志永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永清” ）是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诚志” ）的全资子

公司。上级政府部门提出“能耗双控”的要求，建议企业实施“临时限产”和“临时停产”等

措施。为全力配合政府“能耗双控”的举措，诚志永清制定了60万吨/年MTO装置临时停产

方案，暂定停产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至2021年12月。

本次临时停产是配合和响应南京地区“能耗双控”的要求，诚志永清不存在任何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

二、限产、停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响应号召，全力配合政府“能耗双控”的举措。 限产停产期间，诚志永清将提

前进行设备、管道的首次全面强制检验工作，尽可能降低临时限产停产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目前暂时无法确定诚志永清全面复产的准确时间。

诚志永清的停产将极大的缓解南京诚志的限产压力，有利于南京板块两家公司“能耗

双控”总目标的达成，降低了南京诚志限产对公司业绩影响的风险。

本次临时限产停产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尚无法准确预测。公司将积极与当地政府就

限产停产有关问题继续保持沟通，寻求解决方法。

公司将及时关注本次“能耗双控”情况的进展，依照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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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593� � � � � � � �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2021-052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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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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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3,700.00万元—4,200.00万元

盈利：1,975.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7.29%-112.6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03元/股—0.117元/股 盈利： 0.05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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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986.52万元—2,486.52万元

盈利：1,251.5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8.73%-98.6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5元/股—0.069元/股 盈利： 0.03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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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公司聚焦主业，主营业务稳步发展，主业气费收入和安装收入均同比大幅增

长，以及从2020年11月起新增节能服务收入，综合影响营业收入大幅提高，同时进一步加

强综合管理，利润增长呈现良好的态势。

2、报告期，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0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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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2021年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2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和胜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6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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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350.67%—372.31%

盈利：2,773.62万元

盈利：12,500万元-13,100万元

其中：不考虑股权激励费

用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326.89%—346.44%

盈利：3,068.74万元

盈利：13,100万元-13,7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8元/股—0.71元/股 盈利：0.1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71.74%—205.01%

盈利：1,803.22万元

盈利：4,900万元-5,500万元

其中：不考虑股权激励费

用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88.26%—220.29%

盈利：1,873.30万元

盈利：5,400万元-6,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元/股—0.30元/股 盈利：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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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受益于消费类电子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的

客户需求旺盛，订单量明显增加，经营业绩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同时，公司提升内部管

理效率，持续推进有效降本措施，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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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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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69� � � � � � � � �证券简称：华侨城A�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66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9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2021年9月销售情况

2021年9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5.38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69亿元；2021年

1-9月份公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12.02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24%；合同销售金额

663.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

二、2021年9月新增土地情况

序号 宗地或项目名称 所在位置

土地规划

用途

土地面积

（方）

计容建筑面积

（方）

土地取

得方式

权益

比例

土地总价款

（万元）

1 东莞高埗项目 东莞市 商住用地 113,560.97 227,121.94 招拍挂 100.00% 318,933.00

2

漳州华侨城欢乐

美港D02项目

漳州市 商住用地 34,611.00 114,216.00 招拍挂 70.00% 53,200.00

合 计 148,171.97 341,337.94 - - 372,133.00

三、2021年9月旅游综合业务情况

2021华侨城文化旅游节持续聚力整合旗下优质文旅资源，同步举办康养休闲季、国风

艺术专题季，聚焦当前人们享受休闲、注重康养、崇尚国风、体验艺术等趋势，策划推出丰富

多彩文旅主题活动和产品。 同时，开展2021华侨城文化旅游节短视频大赛，进一步丰富节

庆内容，升级文旅体验。

各文旅企业也在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的前提下，视情况有序开展活动：深圳欢

乐谷以“欢乐宠粉”为主题举行2021欢乐宠粉月活动；北京欢乐谷推出“爆谷节” ；成都欢

乐谷推出国风艺术季，中秋节以“以国为风”为主题打造国风趣味系列活动；上海欢乐谷持

续推广上海EV电音节、玛雅海滩水公园深海电音派对；武汉欢乐谷推出“完成新冠疫苗全

剂次接种”游客购买武汉欢乐谷全日票享100元、最帅保安NPC等宣传活动；天津欢乐谷举

办的“海上救援大赛” ；重庆欢乐谷针对家庭客群推出“亲子特惠月，两大免一小” 营销活

动以及亲子年卡、合家欢年卡返场特惠；南京欢乐谷针对教师节、中秋节等节庆进行宣传；

西安欢乐谷推广与摩登天空合作发起西安草莓音乐节活动。

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推出摩梭转山节、中秋“燈月行动” 主题活动；深圳世界之窗推

出“情系世界，遇见月明”中秋特别活动；长沙世界之窗推出中秋节“去鹿野仙踪过中秋” ；

襄阳奇梦海滩举办次元魔幻嘉年华；襄阳奇趣童年亲子乐园推出奇趣潮玩相关活动；自贡

中华彩灯大世界举办2021年华侨城文化旅游节国风艺术季暨康养休闲季联合启动仪式、

璀璨华灯嘉年华专项活动；东部华侨城推出中秋“山海花月夜”活动；云南华侨城中秋节假

期开展了与“寻找花小橙”打卡拍照发朋友圈、抖音等赢精美礼品、花海市集、花海观光游、

秋田里的童画、篝火晚会等主题活动；白水仙瀑举办军事文化旅游节及自然生态艺术绘画

课堂。

深圳欢乐海岸持续推广“无轮之廓” 胡安·米罗艺术展、潮玩嘉年华等系列活动；深圳

欢乐港湾推出“月满港湾” 主题活动；顺德欢乐海岸PLUS举行HAPPY� 2� YOU两周年庆

典、中秋赴约大庙会、卡通IP阿狸欢乐海岸PLUS2周年特展等系列活动；宁波欢乐海岸推出

“拜托了！ 主播！ ”相关活动；江门古劳水乡推出2021漫寻古劳「围墩上的下午茶」及2021

华侨城古劳水乡乡趣生活节。

2021年国庆节假期，华侨城景区、酒店及开放式旅游区旅游人数、收入恢复情况较好，

高于文旅部公布的全国总体水平。

注：由于市场及公司情况的变化，公司月度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公告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信息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1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21-060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完成过

户登记手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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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2021年9月24日，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嘉凯城” ）持股5%

以上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凯隆”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广州凯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其持

有公司的72,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嘉凯城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99%）转让给中

信证券。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

让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二、股份过户完成情况

2021年10月14日，公司收到广州凯隆的通知，获悉本次协议转让的72,000,000股公

司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比例为3.99%）完成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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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日期为2021年10月12

日，过户股份数量72,000,000股，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过户前后交易双方的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过户前 本次股份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广州凯隆 484,839,243 26.87% 412,839,243 22.88%

中信证券 0 0 72,000,000 3.9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所涉股份已全部完成过户手续。 中信证券持有公司股份

7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3.99%，为公司第四大股东。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经营能力及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

三、其他说明

1、 广州凯隆于2019年3月29日起以公司股份为标的与中信证券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到期后展期至2021年11月29日。 本次协议转让的72,000,000股公司股份，质权人及

受让方均为中信证券，总对价196,416,000元，优先用于归还该笔债务。

2、2021年9月，广州凯隆委托中信证券减持部分股份以优先归还其对中信证券的部分

债务，鉴于股票仍处于质押状态，中信证券通过申报违约处置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17,709,615股（占总股本的0.98%）。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在

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部分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1-050）。 减持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万

股）

减持金额（万元） 减持比例

广州凯隆 集中竞价交易 9月16日 3.7 270.18 1,000 0.15%

广州凯隆 集中竞价交易 9月17日 3.37 914.36 3,084 0.51%

广州凯隆 集中竞价交易 9月22日 3.22 586.42 1,888 0.33%

合计 1770.96 5,973 0.98%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嘉凯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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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18� � � � � � � �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2021-061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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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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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约57,000万元 亏损：100,185.0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32元 亏损：0.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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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4,283万元 亏损：38,970.8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8元 亏损：0.22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影视放映业务已恢复正常。

2、本报告期，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上年同期下降，财务费用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凯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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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67� � � � � �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72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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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

（1）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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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约：490万元

盈利:17,542.3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97.2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16元/股 盈利:0.057元/股

（2）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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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约：830万元

盈利:5,998.7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113.8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027元/股 盈利:0.0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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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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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业绩预计数比上年同期公告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煤炭价格上涨，导致燃

煤采购成本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 具体情况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74� � � � � � �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21-082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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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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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升：5699.48%-5899.47%

盈利：

450.04万元

盈利：26,100万元–27,000万元

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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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升：121.28%-431.87%

盈利：

289.77万元

盈利：641.19万元–1,541.19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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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有：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主营电梯产品产销量及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2、本报告期公司一次性转让中和居“三旧改造”房地产项目，实现净利润约2.51亿（该

项利润为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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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

据将在公司 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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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 � � � �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1-137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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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1月1日-9月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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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万元–4500万元 亏损：-77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4元/股–0.31元/股 亏损：0.54元/股

（2）2021年7月1日-9月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300万元–盈利:700万元 亏损：385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元/股–盈利:0.05元/股 亏损：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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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扭亏主要由于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案件转回预计负债约4145万

元，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业绩的

详细数据以公司202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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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83� � � � � � �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1-04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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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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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度前三季度（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73496万元–356373万元 盈利：160166万元 盈利：165755万元

与上年同期调整后相比， 预计增长 ：65%�

-1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676元/股-0.8699元/股 盈利：0.3910元/股 盈利：0.4046元/股

（2）2021年度第三季度（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11870万元–134244万元 盈利：51718万元 盈利：44748万元

与上年同期调整后相比， 预计增长：150%�

-2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31元/股-0.3277元/股 盈利：0.1262元/股 盈利：0.1092元/股

注：因公司 2020�年12月完成同一控制下的股权收购，及2020年实施权益分派，故上

年同期列示调整前及调整后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受煤炭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煤炭产品

销量及价格均有一定幅度增长；二是公司积极推行精益化管理，持续强化成本费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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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

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1-85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健威斯

特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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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交易概述

2021年7月5日，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6日披露的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挂牌底价为2,905.71万元，挂牌

期起止日为2021年8月16日至2021年9月20日。 挂牌期间， 征集到三名符合条件意向受让

方，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网

络总价实施方法》等相关规定，受让方海南金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椰公

司” ）于2021年9月23日在网络竞价会上通过竞价受让成功。

2021年10月12日，公司与金椰公司签署了《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

同》。

2021年10月13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了《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100%

股权成交公告》。

根据双方签署的《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公司转让海南天健

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南酒店公司” ）100%股权及债权的最终价格为4,

520.034195万元（股权转让价款4,135.71万元、债权款384.324195万元）。

三、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主体

转让方：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海南金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转让方式

本次交易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发布产权转让信息披露公告并以动态报价方式

组织实施竞价，由金椰公司受让转让标的。

（四）产权转让价款

海南酒店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4,135.71万元，债权款为384.324195万元，共计人

民币4,520.034195万元。

其它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6日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天健

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四、受让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金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1年2月4日

法定代表人：林祥超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五西路57号CMEC阳光花园商业用房1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UXTD7M

经营范围：酒制品生产；酒类经营；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进出口；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建设工

程施工；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

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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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金椰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预计获得处置股权收益约2,900万元，海南酒店公司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1.《海南天健威斯特酒店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0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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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2,900万元 ～ 2,700万元 亏损： 4,239.7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30元/股～0.0401元/股 亏损：0.062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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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市场营销力度，营业收入同比增幅30%以上。但由于受原材料

价格和海运费持续大幅上涨因素影响，销售毛利率水平未达到预期，三季度业绩同比小幅

减亏。 公司将积极应对，采取适当提高产品售价、优化供应链等措施，减少原材价格和海运

费上涨因素影响，业绩有望进一步改善。

四、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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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