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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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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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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00万元–8,400.00万元 盈利：6,272.21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随着三月份后国内各地售楼处陆续开放，同时公司在疫情期间主动推进线

上看房和智慧案场等服务来储备客户，交易服务业务逐步改善，因收入确认需时较

长，本期交易服务业务收入趋于上年同期水平。 公司2020年第二季度净利润为正，

上半年亏损幅度收窄。

2、金融服务业务继续聚焦于为交易服务业务场景提供助力，主动控制规模、严

控风险，本期收入同比下降，影响当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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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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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广州发展 股票代码：600098� � � �临2020-036号

企业债券简称：G17发展1� � � �企业债券代码：127616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上半年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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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如下：

一、电力业务

2020年4-6月，公司合并口径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44.77亿千瓦时，上网电

量 （含光伏发电售电量）42.38亿千瓦时，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14.03%和

14.02%。 2020年1-6月，公司合并口径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73.46亿千瓦时，上网

电量 （含光伏发电售电量）69.73亿千瓦时，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4.29%和

4.50%。

公司合并口径发电企业电量（以亿千瓦时计）具体情况如下：

火力发电

控股电厂

4-6月 1-6月

发电量

同比

（%）

上网电

量

同比

（%）

上网电

价均价

同比

（%）

发电量

同比

（%）

上网电

量

同比

（%）

上 网 电

价均价

同 比

（%）

广州珠江电厂 12.53 -1.62 11.80 -2.01 0.4297 -0.09 19.84 -0.70 18.72 -0.66 0.4303 -3.63

广州珠江天然气发

电有限公司

8.16 19.52 8.02 19.58 0.4639 -2.79 15.12 24.79 14.87 24.84 0.4630 -8.31

佛山恒益热电有限

公司

11.61 28.55 10.85 28.50 0.4197 -2.51 15.74 0.70 14.72 0.64 0.4315 -2.95

广州中电荔新电力

实业有限公司

9.47 10.51 8.78 10.76 0.4004 -7.05 16.50 -5.74 15.30 -5.84 0.3992 -2.92

广州发展鳌头能源

站有限公司

0.09 -58.96 0.09 -59.09 0.6650 0 0.29 -37.82 0.28 -37.70 0.665 0

火力发电小计 41.86 11.96 39.53 11.89 - - 67.50 2.73 63.90 2.91 - -

备注：广州珠江电力有限公司和广州东方电力有限公司合称广州珠江电厂。

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项目

4-6月 1-6月

发电量 同比 上网电量 同比 发电量 同比 上网电量 同比

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风力发电项

目

1.7322 21.08% 1.6848 20.84% 4.0859 3.83% 3.9788 3.68%

风力发电小计 1.7322 21.08% 1.6848 20.84% 4.0859 3.83% 3.9788 3.68%

备注：新能源公司收购兰考县韩湘坡风电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数据从

2020年2月1日起计算。

光伏发电

光伏发电项目

4-6月 1-6月

发电量 同比 售电量 同比 发电量 同比 售电量 同比

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光伏发电项

目

1.1754 165.11% 1.1624 164.27% 1.8738 132.98% 1.8457 131.72%

光伏发电小计 1.1754 165.11% 1.1624 164.27% 1.8738 132.98% 1.8457 131.72%

备注：上表平均上网电价为含税价（元/千瓦时）。

二、天然气业务

截至6月30日，公司天然气销售情况如下：

经营指标 单位 本期 同比（%）

管道燃气及LNG销售总量 万立方米 91,902.69 42.72

(一)管道燃气销售量 万立方米 59,056.39 -8.05

其中：居民与公福用户 万立方米 17,673.73 1.06

工业用户 万立方米 12,059.47 11.34

商业用户 万立方米 5,718.43 -42.62

分销与直供量 万立方米 23,604.76 -9.01

(二)LNG销售量 万立方米 32,846.30 19,914.17

备注：上述LNG销售量指标包括LNG销售和汽车加气业务。 2020年1-6月销售

LNG贸易气32,565.76万立方米，去年同期无此业务。

三、燃料业务

截至6月30日，公司市场煤销售量为1,417.11万吨，同比增长21.06%；成品油销售

量为63.03万吨，同比增长70.36%。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0-108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子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财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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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信托”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太财险” ）均系泛海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的金融子公司，公司分别持有其约85.32%

股权、约93.42%股权、51%股权。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 并根据 《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

[2007]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交发 [2016]347号）

的相关规定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信息披露及使用管理

办法》的要求，民生证券将在中国货币网披露其截至2020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未

经审计）、2020年1-6月的利润表（未经审计）及2020年6月末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表

（未经审计）（详见附件）；民生信托、亚太财险将在中国货币网披露其截至2020年6

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2020年1-6月的利润表（未经审计）（详见附件）。

民生证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559,859,052.62元；实现净利润406,372,866.78元；

民生信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43,795,889.08元；实现净利润246,601,928.46元；亚太

财险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53,234,295.71元，实现净利润-18,077,687.95元。上述财务

数据均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附件：1.�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3.�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净资本计算表（未经审计）

4.�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5.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6.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7.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附件2：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表

附件3：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净资本计算表

附件4：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附件5：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

附件6：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附件7：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利润表

证券代码：600693� � �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0一054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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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百集团” ）控股股东福建丰琪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琪投资” ）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72,584,0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1%，上述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丰琪投资及施章峰先生合计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61,440,000股，占双

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48%，占公司总股本的40.24%。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关于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近日， 公司控股股东丰琪投资将其原质押给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解除质押，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福建丰琪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64,1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5.6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14%

解质（解冻）时间 2020年7月14日

持股数量 409,746,718股

持股比例 45.62%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318,940,000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7.84%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51%

丰琪投资本次解除6,415万股股份质押为提前解除质押，不存在延期情形。丰琪

投资于近日办理了6,562万股股份质押业务，具体详见第二部分内容。

二、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福建丰琪

投资有限

公司

是 65,620,000 否 否

2020-

7-13

2021-

7-9

福建海峡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16.01 7.31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65,620,000 否 / / / / /

（二） 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均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且相关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况，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丰琪投资 409,746,718 45.62 317,470,000 318,940,000 77.84 35.51

施章峰 62,837,338 7.00 42,500,000 42,500,000 67.63 4.73

合计 472,584,056 52.61 359,970,000 361,440,000 76.48 40.24

注：上表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丰琪投资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150万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2.81%，占公司总股本的1.28%，对应融资金额为3,400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7,044万股（含未来半年将到期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41.60%，占公司总股本的18.98%，对应融资金额为51,346.20万元，上述未来

半年及一年到期股份质押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经营收入、

投资收益等。

丰琪投资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不存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

况。

（二）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

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业务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影响。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

章峰股份质押业务主要系为满足关联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及生产经营融资需要，目

前，丰琪投资及其关联企业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

控。若公司股价触及预警线或平仓线，丰琪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施章峰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票质押情况， 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慈文传媒 公告编号：2020-024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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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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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800万元

盈利：8,499.2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4.71%~109.41%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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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以影视内容开发运营为核心，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持续打

造网台联动的头部剧和精品原创剧； 一方面积极拓展付费视频市场， 加大对网络

剧、网络电影的投入。但是，报告期内由于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影视

业务制作发行在5月份之前基本陷入停顿；加之影视业务的生产制作和发行周期导

致公司收入确认存在一定的季度性波动等原因， 公司上半年影视业务收入确认金

额较少。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影视项目筹备，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自5月份以来，公司先

后有 《疫战》、《一片冰心在玉壶》、《天涯客》、《杀破狼》、《婚姻的两种猜想》等

项目实现开机拍摄。 下半年，相关项目亦将陆续开机拍摄。

2、报告期内，因游戏行业持续受到国家政策严格管制、游戏产品更加向头部公

司集中，公司游戏业务实现业绩较上年同期亦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数据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数据将在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20-061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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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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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11,000万元–13,500万元 盈利：1,584.3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元/股–0.12元/股 盈利：0.0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受国内外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供应商及客户出现停产或延

迟复工情况，因此公司一季度生产开工不足、主要业务板块销售收入减少，出现亏

损10,264.19万元。 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主动拓展市场等举措，加快

恢复生产和经营活动。 公司二季度加大了市场重点项目的工作力度，持续推进管理

改革，经营情况好于一季度，本季度亏损收窄；但因国外疫情的影响，公司海外业务

拓展仍然受到局限，经营业绩的增长仍有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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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20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七月十五日

关于安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国信证券为基金销售服务机构的公告

根据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 本公司决定新增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安信新价值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安信新价值” ）的销售服务机构。 投资者

自2020年7月15日起可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安信新价值的开户、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一、适用基金：

安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代码：003026、C类代码：

003027）

二、新增销售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站：www.guosen.com.cn

三、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www.essencefund.com）的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

关业务公告。

2、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购(含转换申购)上述基金产品，上述代销机构有

权开展相应的费率优惠活动， 届时请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机构基金购买页面为

准，我司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随时关注上述代销机构相关公告及代销机构网

站。 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办理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规则以相应代销机构规

定为准。

四、投资者可通过上述销售机构渠道和以下安信基金渠道咨询详情：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088-088

网站：www.essencefund.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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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679� � � �股票简称：*ST友谊 编号：2020一060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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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700万元 一2,300万元

亏损：8,163.72万元

同比变动：120.82%�一 128.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5元一0.07元 亏损：0.23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为：

1、本期公司将持有的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沈阳星狮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邯郸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债权转让给关联方武汉信用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善了公司资产质量与财务状况，有息债务规模与财

务费用大幅减少。

2、本期公司依据与首宏文创商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解除协议》将已收到的2,000万元定金确认为补偿金导致营业外收入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网上直销开通中国工商银行快捷支付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进行投资，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行” ）合作,面向持有工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推出基金网上直销快捷支

付业务。

一、起始时间

自2020年7月16日起。

二、涉及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工行借记卡进行交易的客户。

特别提示:由于系统升级原因,本业务上线初期仅适用于本公司网上直销

交易系统(电脑端),后续将增加生利宝APP和微信端，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网上直销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四、适用业务范围 ：

基金账户开户、资料变更、认购、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等业务。

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上述业务时,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五、费率优惠 ：

投资者使用工行借记卡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认、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

务）、转换业务时，其认、申购费率，基金转换补差费率为4折优惠，若优惠后的

费率低于0.6%，则按0.6%执行；若优惠前的标准费率等于或低于0.6%，则按标准

费率执行；标准认、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的，则按标准认、申购费率执

行。 以上费率优惠只限于前端收费模式。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址：http://www.yhfund.com.cn

2.本公司网上交易网址：https://trade.yhfund.com.cn/yhxntrade

3.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85186558,� 4006783333

4.中国工商银行网址：www.icbc.com.cn

5.中国工商银行服务电话：95588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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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下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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