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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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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21年10月13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 、“公司” ）收到天津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三中院” ）发出的传票、民事起诉状等诉讼文书，现对本案件有关情况予以公

告。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

被告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三：杨仁贵，男，职务京蓝科技董事长。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一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给付原告借款本金234,000,000元及截止2021

年9月13日的利息、罚息共计人民币20,270,250元（以上列明金额共计254,270,250元）及自2021年9

月14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双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被告二京蓝科

技、被告三杨仁贵承担对上述给付款项连带担保责任；

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以实际发生为

准）。

（三）原告主张的诉讼事实与理由

2020年9月1日，原告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一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签订

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34,000,000元， 借款期限6个月， 自2020年8月31日至

2021年2月27日止。 同日，被告二京蓝科技、被告三杨仁贵分别签署《保证合同》，被告二、被告三为《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一发放贷款234,000,000元，借款到期后因借款人资金周转出现问题

拖欠原告借款本金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保证人被告二、被告三亦未按合同约定承担保证责任。 贷

款到期后原告对被告一进行催收欠款，向保证人督促履行保证责任，但三位被告仍未履行还款责任。 因

此，原告向天津三中院提起诉讼。

三、案件进展

根据天津三中院发出的传票，本案将于2021年11月18日开庭审理。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一） 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共计为1,128.13万

元，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0.5%，未达到临时披露标准。 为使

投资者及时了解相关信息，现对小额案件予以披露，详情如下：

序

号

发生时间 基本案情 涉案金额/万元 受理法院 进展

1 2021-9-28

李光义诉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

限公司劳务合同合同纠纷

38.39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2 2021-9-30

郯城县君发苗木种植农业专业合作

社诉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

64.41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3 2021-9-30

武汉天幕建设有限公司诉中科鼎实

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采购安装合同工

程款纠纷

28.97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4 2021-9

赤峰合誉商贸有限公司诉翁牛特旗

沐禾生态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京蓝

沐禾借款合同纠纷

100.00 翁牛特旗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5 2021-9

翁牛特旗浩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诉

京蓝沐禾、通辽市科左中旗农牧局

劳务合同纠纷

269.14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

人民法院

已调解

6 2021-9

北京吉和色母料有限公司诉京蓝沐

禾采购合同纠纷

119.93 北京仲裁委员会 尚未开庭

7 2021-9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诉

天津天保置业有限公司施工合同合

同纠纷

188.15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

院

已撤诉，庭下

调解

8 2021-10-9

李杰诉京蓝环境建设（北京）有限

公司劳动仲裁

70.71 门头沟劳动仲裁委 尚未开庭

9 2021-10-8

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诉

天津市东丽湖现代服务业服务中心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41.30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10 2021-10-8

林西县永建施工队、陈健诉京蓝沐

禾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7.13 林西县人民法院 尚未开庭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积极应诉，最终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案件进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经营成果的影响以

日后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件，如有进展将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

资。

六、备查文件

天津三中院发出的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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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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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

（1）2021年1-9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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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42,000万元 亏损：43,713.3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9元/股–0.41元/股 亏损：0.43元/股

（2）2021年7-9月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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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6.64万元–20,006.64万元 亏损：14,362.2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元/股–0.20元/股 亏损：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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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业绩亏损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不断强化内部管理、大力

拓展市场，多措并举开源节流，促使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营业

收入有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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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

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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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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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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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期内” ）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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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盈利：130.50亿元-133.50亿元

盈利：20.6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33%-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90.30亿元-91.80亿元

盈利：20.25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46%-35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703元/股-0.6814元/股 盈利：0.1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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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盈利：38.00亿元-41.00亿元

盈利：9.93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83%-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2.50亿元-24.00亿元

盈利：8.17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5%-19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677元/股-0.1788元/股 盈利：0.0632元/股

注：表内每股收益均按照同期普通股股本加权平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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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及业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

（一）半导体显示行业景气度高于去年同期，受益于产能持续增长、业务及产品结构优化，半导体

显示业务前三季度实现出货面积同比增长超30%，净利润同比增长约16倍。 大尺寸业务领域，受物流

和全球部分区域需求扰动，主要产品价格于三季度高位回调，加之上游供应链波动影响，大尺寸业务

季度盈利环比下降；但公司积极推动高端TV和商显等产品结构优化，业绩稳定性明显提升，第三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长约4倍。 中尺寸业务领域，公司在电竞MNT、LTPS笔电、LTPS平板和车载市场份额迅

速提升，业绩持续增长。 小尺寸业务领域，公司t3线经营逐步改善，t4线积极建立柔性折叠和屏下摄像

等差异化竞争力，受前期研发投入及产线加速爬坡影响，t4亏损环比加大。

展望未来，全球各区域市场总需求面积保持年化稳定增长，行业竞争格局优化，产业周期波动性

减弱趋势不变。 公司将加快完善中小尺寸业务布局，继续优化产品和客户结构，提升效率效益优势，抬

升周期波动中的业绩中枢。

（二）中环半导体收入及利润继续高速增长，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第二引擎。 中环半导体通过持

续技术创新，不断提升晶体单炉月产、降低单位产品硅耗、提升硅片A品率，提高产出效率，G12产品规

模加速提升、产品结构转型顺利，半导体光伏材料业务盈利大幅增长。 半导体材料业务通过加速新产

线调试释放有效产能，进一步提升半导体材料产销规模，8-12�英寸大硅片项目进展顺利。

（三）为顺应国家产业导向，聚焦科技主业，满足公司已公告的融资项目需要，公司于第三季度处

置花样年地产公司股权， 所产生一次性影响致公司投资业务板块第三季度业绩同比和环比均出现大

幅下滑。 产业金融和投资业务板块其他业务经营情况良好，公司有信心该业务板块2021年全年实现稳

定收益贡献。

面对挑战和机遇，公司继续按照“上坡加油，追赶超越，全球领先” 的精神和公司战略规划要求，

坚持“经营提质增效，锻长板、补短板，加快全球布局，创新驱动发展” 的经营策略，推动半导体显示、

半导体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两大核心产业迈向全球领先。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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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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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0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10月14日上午9：15-9：25，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0月14日上午 9:15—2021年10月14日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鲁永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1人（代表股东152名），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182,196,8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03,671,326股的11.361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

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5,557,95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1,603,671,326股的10.9473%；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5人，代表股份6,638,9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1,603,671,326股的0.4140%。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鲁永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8,302,4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8625%； 反对3,

890,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2%；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931,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2.9484%；反对3,8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9901%；弃权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7,857,1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6181%； 反对4,

33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6%；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48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36.4249%； 反对4,335,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136%； 弃权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8,244,1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8305%； 反对3,

94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72%；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87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2.0943%；反对3,94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442%；弃权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4、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178,298,65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7.8605%； 反对3,

894,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72%；弃权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92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42.8927%；反对3,89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458%；弃权4,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

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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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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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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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2021年1-9月）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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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万元至-9,500万元

亏损：-2,876.1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95.54%至230.3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117元/股至-0.1248元/股 亏损：-0.044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2021年7-9月）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2021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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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1.77万元至-3,911.77万元

亏损：-508.6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72.48%至669.1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83元/股至-0.0514/股 亏损：-0.00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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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和海外疫情的逐步缓解，相较去年同期，本报告期工业机器人应用国

内业务以及海外部分项目的实施及收入结转已恢复正常，工业机器人本体销售规模的增长，公司预计

实现收入约为11.8亿元，相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 但由于自2018年四季度下游汽车行业低迷至2020

年因疫情导致的下游汽车行业持续低迷，汽车整车厂新生产线投资项目纷纷暂缓或停止，新增产线项

目大幅减少，行业竞争激烈，导致该期间公司签订的项目毛利率大幅下降，至本报告期确认收入时，对

公司的业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相较去年同期总体毛利率下降了约4%。 此外，由于业务规模正常有序

进行并扩展，公司管理人员、业务人员、研发人员增加及天津福臻等子公司人员薪酬的恢复、办公、差

旅、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均相应增加，导致相应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及研发费用相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约3,700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主动积极进行战略和研发方向的调整，不断探索机器人与AI、5G、视觉、医

疗、军工技改领域的技术结合与产业应用，布局机器人自动化生产在军工领域的技术探索，继续加大

相关领域研发投入；同时由于受下游汽车行业的影响，公司部分客户的回款时间拉长，导致报告期内

公司计提的应收款减值增加，同时营运资金需求增加，银行融资增加，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亦有所增

加。

3、预计本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金额约为3,000万元，主要

系报告期内确认的处置部分参股公司股权确认的投资收益及收到的政府补助等。 上年同期非经常性

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2,743.15万元。

4、报告期内，公司先后同蔚来、南宁宁达、吉利 PMA、宇通汽车等车企签订新能源汽车生产线订

单， 同广州某新能源智能装备企业签订了新能源电池相关产线的订单， 承接了豪华车型莲花汽车

（lotus）的生产线订单，同一汽解放、春风动力、太平洋精锻、爱克迪、宁波旭升、凌云工业签订了机器

人清洗等订单，加强了同高端车企和新能源车企等的合作，新能源车和高端车生产线需要的技术更为

前沿，市场激烈程度有限，毛利率及现金流较传统车企业务都较好。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充

沛，公司未确认收入在手订单（不含税）约为23亿元，相关收入、效益将在期后逐步体现。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21年前三季度报告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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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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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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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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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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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2.21万元～8,362.21万元

盈利：18,851.1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0.95%～-55.6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7元/股～ 0.65元/股 盈利：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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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2,500万元 ～ 3,500万元

盈利：5,854.6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7.30%～-40.2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9元/股～ 0.27元/股 盈利：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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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一直聚焦主业， 专注休闲食品行业， 长期坚持自主制造。 公司2017年2月8日上市后， 经历

2018～2020年三年夯实，初步奠定从区域向全国基础，并确定“多品牌、多品项、全渠道、全产业链” 中

长期战略规划。 2021年2季度起，公司主动进行业务转型变革，在产品矩阵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核心品

类，优化散装称量产品和拓展定量装产品分别精准投放不同渠道，销售产品、销售渠道和销售区域同

步进行结构性优化。

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因业务转型而有起伏：第一季度保持高速增长（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8,203.28万元），第二季度因转型费用投入较大等原因业绩下降较大（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3,341.07万元），第三季度已企稳回升（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扭亏为盈）。 主要原因

如下：

1、2020年上半年疫情期间，商超渠道销售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基数较高，销售费用配比较低；2021

年上半年基于较为乐观预期，在推新品和减老品的同时，为保持高速增长，公司第2季度在商超渠道人

员推广、促销推广等相关市场费用投入过多（部分有冗余），但渠道销售收入及渠道业绩未达预期高

增长；在7月8月经重新评估并优化调整后，第3季度控制和保持了较为合理的费用投入，且目前正在通

过秋季糖酒会等不同方式加速分产品分渠道经销商全国招商进程。

2、2021年，大豆油、棕榈油、奶粉、黄豆、鹌鹑蛋等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导致部分产品生

产成本上升。 公司产品正在逐步向有足够市场体量且还在成长、无垄断品牌、公司有足够供应链优势

的品类集中，聚焦深海零食、辣卤零食、面包、蛋糕、薯片点心等核心大单品。 2021年公司陆续推出鳕鱼

豆腐、鳕鱼肠、鳕蟹柳等系列新品，新品上市初期市场费用和研发费用投入较大，经历孵化推广期后，

规模效应已逐渐开始体现。

3、2021年9月中下旬，公司部分产能因限电原因未能及时供货而影响了部分货品销售，对9月份业

绩及1-9月业绩有所影响。

4、2021年1～9月所得税前共列支股份支付费用6,439.88万元（包括：A、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所得税前列支股份支付费用2,069.54万元；B、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2021年5月1日起按

权责发生制所得税前分月列支股份支付费用4,370.34万元）。 其中：2021年7～9月所得税前共列支股

份支付费用3,055.06万元（包括：A、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得税前列支股份支付费用432.85

万元，B、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得税前分月列支股份支付费用2,622.21万元）。

注：2020年1～9月所得税前共列支股份支付费用3,614.78万元， 其中：2020年7～9月所得税前共

列支股份支付费用1,105.25万元。

5、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费用投入，锻造研发核心竞争力，2021年1-9月公司整体研发费用投入4,

231.73万元，同比2020年1～9月3,050.45万元增长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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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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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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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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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停牌原因及工作安排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金泉”或“交易标的” ）的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特别规定》等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且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沃尔德，证券代码：688028）

将于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停牌期限

届满前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同时申请复牌。

二、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鑫金泉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社区茜坑新村佰公坳工业区70号101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4日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苏来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钻石刀具、单晶钻石刀具、聚晶钻石刀具、金刚石刀具、立方氮化硼刀

具、陶瓷刀具、硬质合金刀具、高速钢刀具、夹具、治具、金刚石磨头、刀轮、砂轮、金刚石原料、数控刀

柄、刀盘、刀片等及五金的研发设计、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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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经营项目是：钻石刀具、单晶钻石刀具、聚晶钻石刀具、金刚石

刀具、立方氮化硼刀具、陶瓷刀具、硬质合金刀具、高速钢刀具、夹具、治具、金刚石磨头、刀轮、砂轮、金

刚石原料、数控刀柄、刀盘、刀片等及五金的生产、加工、修磨；数控设备的加工。

2、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张苏来、钟书进等鑫金泉股东，鉴于本次交易事项尚在协商过程中，最终交易对

方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

3、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鑫金泉股份，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2021年10月14日，公司与鑫金泉主要股东张苏来、钟书进签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的意向书》，约定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鑫金泉股份，在经过具有资质的资产

评估机构评估后， 基于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交易标的评估值为基础， 由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

格。 上述意向书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相关条款由交易各方

另行协商并签署正式文件确定。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正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

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能否通过

审批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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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本次交易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66� � � � � � � �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1-08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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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01�月 01�日—2021�年 09月 30日（以下简称“本报告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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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万元-�49,000万元 盈利：1,925.3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30,000万元-�35,000万元 亏损：6,599.3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469元/股-�0.3777元/股 盈利：0.0144元/股

（二）其中：2021�年 07�月 01�日———2021�年 09�月 30�日的业绩情况如下：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8,000万元-�12,000万元 亏损：3,402.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7,000万元-�10,500万元 盈利：4,198.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17元/股-�0.0925元/股 亏损：0.0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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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一）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比下降。 公司持有中国抗体、金明精机、人民同泰等股票。 上年同期公

司所持证券股价上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721.44万元。本报告期根据市场价格计量持有股权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金额约-2.6亿元,较上年同期721.44�万元减少约 26,721.44�万元。 该事项属于

非经常性损益。

（二）投资收益同比下降。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预计金额约-40�万元，较上年同期1,369.86万元减

少约1,409.86�万元。 主要为公司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股权取得投

资收益，本期无发生所致。 该事项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三）财务费用同比上涨。 本期财务费用预计金额约 1.4�亿元，较上年同期 11,533.11�万元增加

约 2,466.89�万元。 主要为公司上年同期处置子公司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有限公司股权，将以前

年度抵消的资本化利息收入还原，本期无发生。 同时，随着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产业园等

募集资金项目的推进，本期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同比下降，相应的利息收入减少。

（四）公司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新增并表单位江苏普健药业有限公司、江苏汉阔生物有限公司，

相应管理费用增加约 3,200�万元。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以致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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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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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14� � � � � �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1-08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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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为盈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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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 5,700万元–6,200万元 亏损：11,161.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1.07%�-�155.5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元/股–0.19元/股 亏损：0.35元/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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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2,387万元–2,887万元 盈利：4,030.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0.77%�-�28.3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元/股–0.09元/股 盈利：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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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原因

1、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滑，锌价在上半年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加

之上年同期期初原料库存量较大，致使锌产品生产成本单边上升，毛利率出现负数；由于锌价上半年

大幅度下跌导致公司自有矿山均产生了亏损。 虽然三季度由于锌价回升及丰水期冶炼加工费降低实

现了盈利，但也未能弥补上半年的亏损。 加之上年同期期末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

略有增加。

2、本期锌价呈整体震荡上升趋势，锌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度增加，虽然原料采购扣减加工费同

比减少，削减了锌冶炼生产产品销售的毛利率，但同期相比毛利率依然增加；由于锌价上涨导致公司

自有矿山盈利同比大幅度增加；本期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的小金属锗精矿及银精矿同比增加；本期公

司收购了大股东硫酸生产线，经过技改及工艺优化后，产品产量和质量得以提升，加上硫酸价格持续

上涨，从而增加了公司本期毛利。

综上原因共同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二）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变动原因

受限电影响，冶炼产能未全部释放，锌产品产量同比下降了25%，加上各种辅料价格上涨，致使公

司锌冶炼加工成本同比增加，又由于原料采购扣减加工费同比大幅度减少，导致原料采购成本增加，

最终导致第三季度锌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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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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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1-059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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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星宇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1年10月8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近日， 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由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核准颁发的 《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海南星炫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7MAA93G7B8G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4、注册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三楼1001室

5、法定代表人：侯永峰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2021年10月13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网络文化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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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项目：动漫游戏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科技中介服务；专

业设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 � �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1-060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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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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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1,000万元–12,500万元

盈利：4,689.7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4.56%-166.5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90元/股–1.02元/股 盈利：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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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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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1,110.00万元–2,610.00万元

盈利：3,090.1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5.54%-64.0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21元/股 盈利：0.25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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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20年8月全资收购2�家网络游戏类业务

公司，并于2020年9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9月，公司网络游戏板块持续贡献收入和利润。

2、第三季度单季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公司日化板块受限电和因疫情原因致物流

受阻的双重影响，部分订单积压，造成收入和利润有所下滑；另一方面，游戏市场目前逐渐进入游戏用

户规模存量竞争阶段，买量成本上升，游戏玩家对同类产品质量要求也在不断攀升。 公司在研新品的

投放遵循精益求精原则，在大量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为了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提升同类产品的竞争力，

对新品反复测试打磨，适当调整延缓了新品上线进程，故收入和业绩贡献相应有所延缓。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布的

2021年第三年季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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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A/H）：000063/763� � � � � �证券简称(A/H)：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21102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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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业绩预告情况表（2021年1月1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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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千元）

盈利：5,600,000�-�6,000,000 盈利：2,712,049 上升：106.49%-121.23%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注 盈利：1.21-�1.29 盈利：0.59 上升：105.08%-118.64%

（2）业绩预告情况表（2021年7月1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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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千元）

盈利：1,521,387-1,921,387 盈利：854,760 上升77.99%-124.79%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注 盈利：0.33-0.41 盈利：0.19 上升73.68%-115.79%

注：2021年1-9月、7-9月和2020年1-9月、7-9月基本每股收益分别以各期末发行在外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股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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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2021年1-9月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为：

1、公司不断优化市场格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毛利率持续恢复改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本公司转让北京中兴高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90%股权，确认税前利润约8亿元人民币。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业绩数据为本公司根据截至目前的资料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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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957�证券简称：科瑞技术 公告编号：2021-061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法院传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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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0月13日收到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

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及其传票，案号为（2021）粤2072民初18270号，获悉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已于2021年9月22日受理中山凯旋真空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的承揽合同纠纷案件。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 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山凯旋真空科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7076356756，住所：中

山市横栏镇环镇北路27号

被告：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854000X9，住所：深圳市南

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中区麻雀岭工业区中钢大厦101

（二） 诉讼请求：

1、解除原、被告之间关于60台“N95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的定作合同关系；

2、被告立即向原告退还60台“N95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设备”已付款项人民币3,436万元；

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32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次收到的传票主要内容

案号：（2021）粤2072民初18270号

案由：承揽合同纠纷

被传唤人：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传唤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三日上午八时四十五分

应到处所：古镇法庭第五审判庭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应诉，以法律途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由于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后续

判决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根据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及传票；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科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