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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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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于2021年5月28日召开了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风险低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该议案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有效期内可以滚动

使用；在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等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世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嘉医疗”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以下简称 “农业银行” ） 购买了1,

500.00万元的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产品名称：农银理财“农银匠心·灵动” 75天人民币理财产品

2、收益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固定收益类）

3、产品起息日：2021年10月13日

4、产品到期日：2021年12月26日

5、投资期限：75天

6、业绩比较基准：3.1%（年化）

7、投资金额：1,500万元

8、资金来源：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世嘉医疗均与农业银行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风险

尽管世嘉医疗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及世嘉医疗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投资风险采取下述措施：

1、按照审慎投资的原则，公司计划财务部负责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及安全状

况，出现异常情况及时通报公司审计部、公司总经理及董事长，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

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实施内部监督，并在审计过程中对所有理财

产品投资项目进行检查；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

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当产品发行主体的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及风险控制措施，并提示风险。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世嘉医疗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公司经营管理层已对现有经营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测算，并且做好了相应的资金安排，不会影响世

嘉医疗日常生产经营的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增加世嘉医疗资金的使用效率。

六、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包括本公告涉及的理财产品在内，公司公告日前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期限

起息日期 到期日期

2020封闭式私募净值型13088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4,000 2020年8月7日

2020年11月10

日

定期存款 保本型 2,000 2020年8月7日

2020年11月10

日

2020封闭式私募净值型13132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2020年11月13

日

2021年2月19日

定期存款 保本浮动型 1,000

2020年11月13

日

2021年2月13日

单位结构性存款210104号 保本浮动型 7,000

2021年1月15

日

2021年4月15日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212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000

2021年4月19

日

2021年7月20日

2021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10572号 保本浮动型 3,000

2021年4月22

日

2021年7月21日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228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3,000

2021年4月26

日

2021年7月27日

智能定期理财（合格投资者专属）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 2021年6月1日 2021年7月6日

2021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10772 保本浮动型 3,000 2021年6月3日 2021年9月1日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417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000

2021年7月22

日

2021年10月22

日

对公结构性存款20210437 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2,000

2021年7月30

日

2021年11月1日

2021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11145 保本浮动型 3,000 2021年8月2日 2021年11月2日

2021年单位结构性存款211349 保本浮动型 2,000 2021年9月9日 2021年12月8日

宁银理财宁欣固定收益类1个月定期开放式理

财12号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

2021年9月14

日

2021年10月13

日

农银理财“农银匠心·灵动” 75天人民币理财产

品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

2021年10月13

日

2021年12月26

日

七、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相关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及认购资料。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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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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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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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38.50万元至-55,738.50万元

盈利：4,471.63万元

比上年同期变动：-1525.40%�至 -1346.49%

基本每股收益 -2.53元/股至-2.21元/股 盈利：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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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26.70万元至 -54,126.70万元

盈利：1,225.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变动：-5169.91%至 -4517.06%

基本每股收益 -2.46元/股至-2.14元/股 盈利：0.05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上述业绩预告区间是公司计划财务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

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出现大幅亏损主要系：

一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不锈钢板、碳钢板、铝板、铝锭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导致公司成

本增加。

二是报告期内，国内5G基站建设未达预期，导致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波发特” ）移动通信设备产品收入下滑幅度较大，同时行业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降，导致毛利

率下降。

三是，鉴于波发特2021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且与预期偏差程度较大，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 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公

司对并购波发特所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并拟计提50,000.00万元至54,917.19万元的商誉减值

准备金额，最终计提金额尚需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出具相关报告后确定，该商誉减值准备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受上述因素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均出现亏损。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1、上述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计划财务部的初步测算结果，最终计提金额尚需聘请专业的评估

机构、审计机构出具相关报告后确定。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

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计划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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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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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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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1-9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43,000.00万元－50,000.00万元

盈利24,406.9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6.18%－104.8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47元/股－0.2147元/股 盈利：0.1052元/股

（2）2021年7-9月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5,002.83万元－12,002.83万元

盈利：20,365.5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1.06%－75.4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13元/股－0.0512元/股 盈利：0.087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主要原因如

下：

1.房地产市场环境整体下行、地产政策整体紧缩。 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住者有其屋等地产长效管控

机制打造新市场格局，挤出市场泡沫，回复以需求为导向的市场本质，导致今年二季度开始整体住房服

务市场表现疲软，下行趋势极为明显。 面对严峻的市场下行格局及经营压力，对公司经营提出严峻考验。

公司配合政策市场变化，在严格执行国家、各地政策对地产市场双稳的政策要求前提下，积极向数字驱

动的卓越居住服务运营商转型，始终践行高质量发展经营理念，实施规模高质量扩张策略，积极探索直

营、合伙等业务发展模式，着力推进加盟业务发展，前三季度业绩表现较去年同期增长。

2.公司在业务模式组成上，一直采取以二手房经纪为压舱石，以新房业务为战略机会窗口，以房屋资

产管理为护城河。 业务组合覆盖全业务链，各类业务有机组成、联动良好，已经形成健康合理的业务组成

比例。 前三季度，在严峻的市场下行压力挑战下，公司业绩仍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证明公司的业绩模式

能够较强平抑市场波动，带动公司继续砥砺前行。

3.数字化战略见成效，官网获客能力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业绩增长。公司着力打造智能化居住服务体

系，运用物联网、5G、大数据、AI智能化服务技术，驱动公司实现数字化转型目标，以数字技术赋能卓越

运营。 截至目前，公司在核心城市已实现签约交易和贷款申请全线上化、租房业务流程全移动化、客户及

业主服务自助化。 数字化战略的实施有效提升了各项服务的及时响应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有效改善了客

户的使用体验， 实现了提升核心业务转化效率的预期目标。 2021年1-9月， 公司官网月均活跃用户数

（MAU）达1,737.86万，较2020年同期提升76.3%；2021年前三季度的二手房经纪业务GTV、收入和单

量均较2020年和2019年同期有大幅提升。

4.规模高质量扩张，筑基未来发展。 公司在既有直营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营” 、“联营” 、“代理

城市” 三环互促增长的加盟扩张模式，通过整体培训、品牌管理和AI技术赋能，有效提升各城市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 2021年公司执行直营城市市占率提升战略；在南京和太原跑通合伙人模式，并完成了第一

轮的合伙门店招募；加盟业务在i+Saas业务系统上线的拉动下加速扩张。截至目前，公司业务覆盖北京、

杭州、上海、南京、苏州、天津、太原、深圳等49个国内主要一、二线城市，全国门店总量4700家，员工总数

约5.3万人（含加盟），网点覆盖能力和核心城市的市占率均有所增强。

5.相寓的房屋资产管理业务稳步发展，在管规模显著提升。 相寓业务积极拥抱国家政策， 切实贯彻

落实“房住不炒” 、“租购同权”的政策导向，创新与整合住房供应模式，打通传统居住供应商壁垒，为市

场提供更加便利和多元化的选择。 相寓业务根植于居住服务生态链体系，立足于广大新市民和城市青年

的居住需求，提供高质量且与支付能力相匹配的居住型服务产品。 截至三季度末，相寓在管规模25.2万

套，平均出房天数7.5天；出租率95.6%，运营质量继续领跑行业，实现2017年至今业绩和利润的持续增

长。

6.公司始终坚持卓越运营的思路，对新房业务采取强管控态度和管理，建立了完整的新房业务管控

指标指导业务的稳步推进，包括对新房业务板块的应收账款总额、账龄结构、开发商回款习惯、黑白名单

制度等风控制度。 根据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公司新房业务的质量及相关数据指标均为行业领先水平，

与市场同业接连受到新房下行、开发商暴雷造成业绩急剧下行的影响明显不同，践行了高质量发展的卓

越运营理念。

今年以来，逐步实现了领先行业的经纪业务全价值链数字化运营能力和端到端闭环交付能力，建立

了新房黑白名单制度等业务管控指标，通过践行业务提增促效、管理组织变革、严格风控、审慎发展的卓

越运营理念，公司各项业务保持了较好的应对政策紧缩和市场下行压力的能力，并积极储备发展动能，

有力推动了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增长，为公司步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业绩预告的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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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0月15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调整销售机构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并向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本基金管理人决定对旗下部分基金的

销售机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销售机构如下：

一、中金浙金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6层0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B座43层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联系人：直销客服组

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

传真：010-66159121

网站：www.ciccfund.com

（2）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中金基金网上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https://trade.ciccfund.com/etrade

2、其他销售机构

销售商名称 销售机构网址 销售机构电话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fund.eastmoney.com/ 95021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osig.com/ 95510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jigoutong.com/ 021-6537007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bcb.com.cn/ 95574

二、中金金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6层0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B座43层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联系人：直销客服组

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

传真：010-66159121

网站：www.ciccfund.com

（2）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中金基金网上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https://trade.ciccfund.com/etrade

2、其他销售机构

销售商名称 销售机构网址 销售机构电话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bhb.com.cn/ 400-888-8811

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danjuanapp.com/ 400-159-928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xzsec.com/ 95357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howbuy.com/ 400-700-9665

北京和讯在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hexun.com/ 010-85650688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chtfund.com/ 400-898-0618

洪泰财富(青岛)基金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hongtaiwealth.com/ 400-818-9598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jigoutong.com/ 021-65370077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jianfortune.com/ 400-673-7010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kenterui.jd.com/ 95118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66zichan.com/ 400-118-1188

上海陆享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luxxfund.com/ 021-53398816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fund123.cn/ 400-076-612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s://bank.pingan.com/ 95511-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s://stock.pingan.com/ 95511转8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520fund.com.cn/ 400-821-0203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snjijin.com/ 95177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tdyhfund.com/ 400-819-1958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fund.eastmoney.com/ 95021

通华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tonghuafund.com/ 400-101-9301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5ifund.com/ 952555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acaijijin.com/ 021-50810673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osig.com/ 9551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stock.com.cn/ 95551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yingmi.cn/ 020-8962906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gws.com/ 95514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http://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zhixin-inv.com/ 400-680-212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cicc.com/ 400-910-1166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http://www.ciccwm.com/ 9553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c108.com/ 400-888-8108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http://sd.citics.com/ 955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ecitic.com/newsite/ 95548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http://www.citicsf.com/ 400-990-8826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http://www.wanjiawealth.com/ 010-59013895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zs.com.cn/ 95548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sence.com.cn/ 95517

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huilinbd.com/ 025-66046166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cnpsec.com.cn/ 400-888-800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bcb.com.cn/ 95574

三、中金安益3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6层0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B座43层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联系人：直销客服组

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

传真：010-66159121

网站：www.ciccfund.com

（2）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中金基金网上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https://trade.ciccfund.com/etrade

2、其他销售机构

销售商名称 销售机构网址 销售机构电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mbchina.com/ 95555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http://www.ciccwm.com/ 95532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s://www.shzq.com/ 400-891-8918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http://sd.citics.com/ 9554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ecitic.com/newsite/ 95548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http://www.citicsf.com/ 400-990-8826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zs.com.cn/ 9554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mschina.com/ 9556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gjzq.com.cn/ 95310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essence.com.cn/ 955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stock.com.cn/ 9555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sc108.com/ 400-888-810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zts.com.cn/ 9553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azq.com/ 95318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cfsc.com.cn/ 9532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htsec.com/ 95553

腾安基金销售（深圳）有限公司 https://www.txfund.com/ 95017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fund.eastmoney.com/ 95021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jigoutong.com/ 021-65370077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yingmi.cn/ 020-89629066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howbuy.com/ 400-700-9665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hcjijin.com/ 400-619-9059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5ifund.com/ 952555

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lu.com/ 400-866-6618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kenterui.jd.com/ 95118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duxiaoman.com/ 95055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s://stock.pingan.com/ 95511转8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ocichina.com/ 400-620-8888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xzsec.com/ 95357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inosig.com/ 95510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snjijin.com/ 95177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chtfund.com/ 400-898-0618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520fund.com.cn/ 400-821-0203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http://www.erichfund.com/ 400-820-2899

北京唐鼎耀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ww.tdyhfund.com/ 400-819-1958

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66zichan.com/ 400-118-1188

北京和讯在线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hexun.com/ 010-85650688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www.jianfortune.com/ 400-673-7010

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https://wacaijijin.com/ 021-50810673

万家财富基金销售（天津）有限公司 http://www.wanjiawealth.com/ 010-59013895

四、中金新盛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直销机构

（1）直销柜台

名称：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2座26层0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B座43层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联系人：直销客服组

客户服务电话：400-868-1166

传真：010-66159121

网站：www.ciccfund.com

（2）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中金基金网上交易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https://trade.ciccfund.com/etrade

2、其他销售机构

销售商名称 销售机构网址 销售机构电话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nbcb.com.cn/ 95574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请投资者正确认识和对待本基金未来可能的收益和风险，投资前

仔细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份额发售公告等相关文件。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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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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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1年9月13日召开的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96,921,3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2.15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93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半年度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43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15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3、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发生变化，则以未来实施分派方

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进行调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10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10月2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10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10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中所涉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及时披露。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江苏省丹阳市横塘工业区公司证券部

2、咨询联系人：王坚

3、咨询电话：0511-86644324

4、传真电话：0511-86644324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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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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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1） 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2021.1.1-2021.9.30）

上年同期

（2020.1.1-2020.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60,000万元–70,000万元

盈利：3,536.0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796.81%-2,079.62%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490元/股-0.1738元/股 盈利：0.0088元/股

（2）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7.1-2021.9.30）

上年同期

（2020.7.1-2020.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0,000万元–30,000万元

盈利：1,271.2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673.32%-2,459.97%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97元/股-0.0745元/股 盈利：0.0032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预计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宁波朗境府项

目交付结转收入产生的经营利润较大所致。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受欧美、马来西亚等境外疫情严重等因素影响，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境外业

务经营仍受到较大制约，导致汽车零配件板块经营业绩产生亏损；同时，公司旗下房地产业务受项目交

付收入较少、财务费用以及自持物业折旧、应收票据减值等计提因素影响，经营业绩亦产生亏损。

四、风险提示

1、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

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如果公司被

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4.17�条第（六）项的规

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目前公司面临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及相关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情形，存在《重

整投资协议》被终止的风险，面临重新遴选重整投资人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因公司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3.3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

4、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

通知》[深证上〔2020〕1294号]第四条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五、其他说明

1、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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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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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0月14日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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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9:25，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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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2021年10月8日

（四）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1号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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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持人：董事长孙波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5,558,31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5.2539％。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5,

433,4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241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表决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4,8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24％。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4,202,4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976%；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深圳市华控凯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晋建国际商业保理（珠海横琴）有限公司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88,961,669 99.9664% 63,600 0.0336% 0 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38,823 99.8140% 63,600 0.186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关于深圳市华控凯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晋建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

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

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88,961,669 99.9664% 63,600 0.0336% 0 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38,823 99.8140% 63,600 0.186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关于为深圳市华控凯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关联方，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88,961,669 99.9664% 63,600 0.0336% 0 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38,823 99.8140% 63,600 0.186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关于补选白平彦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55,494,718 99.9860% 63,600 0.0140% 0 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38,823 99.8140% 63,600 0.186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补选刘建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55,494,718 99.9860% 63,600 0.0140% 0 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38,823 99.8140% 63,600 0.1860% 0 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55,458,818 99.9782% 37,400 0.0082% 62,100 0.0136%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4,102,923 99.7091% 37,400 0.1093% 62,100 0.1816%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黄亚平、蔡唯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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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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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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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4,000万元–5,000万元

亏损：7,714.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5.18%�-48.1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97元/股–0.0497元/股 亏损：0.0766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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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元–盈利500万元

亏损：2,683.0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1.36%�-�118.6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50元/股–盈利0.0050元/股 亏损：0.0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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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加大开展集采业务力度所致。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重大仲裁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9月11日、9月16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收到仲裁申请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4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51）、《关于仲裁进展及财产保全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53）。 同方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理财协议纠纷一案，同方投资有限公司向北京仲

裁委申请裁决公司偿还其本息、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合计584,350,880.7元。

2020年11月1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首次开庭审理此案。 截止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裁决结果。 基于上

述事实，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暂无法估计此仲裁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以及其他可能的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