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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船舶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0年1月28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本公司在2020年年末对自有16艘VLCC油轮和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
计折合人民币1,001,010,280元。 其中对16艘VLCC油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01,503,975美元，折
合人民币700,275,924元，对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300,734,356元。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本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一固定资产》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的相
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
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1、16艘VLCC油轮：
公司油轮船队目前共有51艘VLCC，5艘Aramax油轮， 其中16艘VLCC原油轮建造于
2008-2012年，平均船龄为10.2年，经营全球航线的原油运输。该类型船舶属于传统船型，近年
市场需求逐渐减弱，二手船价也逐年下跌。根据全球知名船舶经纪人CLARKSONS于2020年
12月30日发布的相关报告，一艘VLCC原油船在0岁、5岁、10岁的市场价值评估约为：8800万美
元、6300万美元、4300万美元左右。按照简单线性计算并根据船舶舱容做适当调整后，公司上
述船舶的账面价值低于按照船龄测算出的市场估值，出现了一定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要求，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上述16艘VLCC油轮在2020年12月31日的
账面价值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正式评估报告。
16艘VLCC油轮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金额单位：美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预计可回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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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金额

减值金额

（折人民币）
9,690,129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招商
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制度相关规定，未发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真实、合理
地反映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未发现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情况；董事会
审议《关于对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证券代码：601872

公告编号：2021[007]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租入船合同
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本公司” 或“
公司” ）于2020年1月28日召开了第
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本公司在2020年年末对预计出现亏损的部分租入船合同计提预计负债共计12,166万元人
民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预计负债基本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
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第八条 待执行合同变成亏损合同的，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满足本准则第四条规定的，
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
待执行合同，是指合同各方尚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或部分地履行了同等义务的合同。
亏损合同，是指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下属上海招商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明华” ）、香港
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下称“
香港明华” ）有部分租入船舶合同出现了《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
上述情形，预计将出现亏损情况：

凯源

117,434,937.55

43,476,170.08

42,071,600

1,404,570

凯胜

117,731,604.24

45,153,418.64

44,382,900

770,519

5,315,808

凯丰

122,301,444.93

47,616,384.32

43,928,500

3,687,884

25,442,714

凯川

72,182,800.00

53,551,465.84

46,084,600

7,466,866

51,513,907

凯冀

67,299,800.00

49,104,913.28

45,813,300

3,291,613

22,708,840

凯新

67,065,207.15

49,344,446.42

44,119,100

5,225,346

36,049,665

凯庆

69,698,500.00

51,220,293.28

44,803,600

6,416,693

44,268,767

凯浙

61,805,000.00

42,864,758.10

37,314,200

5,550,558

38,293,300

凯湘

70,933,300.00

52,157,634.30

45,263,600

6,894,034

47,561,943

凯路

78,000,000.00

56,069,058.29

38,215,000

17,854,058

123,175,148

凯兴

90,653,277.03

43,206,327.23

39,940,000

凯爱

90,810,609.38

45,697,576.64

41,946,500

3,751,077

25,878,678

凯珠

87,000,000.00

64,915,384.63

45,795,100

19,120,285

131,910,844

1

4艘8.2万吨巴拿马型船光租合同

上海明华

凯景

124,085,860.54

49,768,380.76

44,345,900

5,422,481

37,409,695

2

6艘3.25万吨原木船光租合同

香港明华下属SCL

7,909万元

凯宁

69,384,400.00

51,496,637.67

47,273,300

4,223,338

29,136,807

3

4艘巴拿马船期租合同

香港明华下属SCL

3,277万元

凯云

73,881,300.00

55,095,125.52

47,936,800

7,158,326

49,385,288

合计

1,380,268,041

800,737,975

699,234,000

101,503,975

700,275,924

3,266,327

22,534,392

评估师根据评估目的和委估资产的特点，以资产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资产减值测试采
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收益法折现率取值为8.15%(无风险报酬率3.15%+风险报酬率5%)。评估
结果为，对此上述16艘VLCC油轮根据预计可收回金额需计提减值准备101,503,975美元，折合
人民币700,275,924元。
2、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
公司下属上海招商明华船务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明华” ）船队中9艘内外贸兼营的超灵
便型散货船由渤海船舶重工船厂有限责任公司建造，建成于2012年，平均船龄8年，5.8万载重
吨级，经营全球航线，该类型船舶属于传统船型，近年市场需求逐渐减弱，二手船价也逐年下
跌。
根据上海明华船舶经营的历史数据、 权威航运市场分析机构的报告以及对未来市场研
判，上海明华对自有及融资租赁船舶开展减值测试工作，经测试这9艘船舶均存在减值迹象。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此上述9艘内外贸兼营
的超灵便型散货船舶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师以2020年12月31日做评估时点，根据评估目的和
委估资产的特点，以资产持续使用为假设前提，资产减值测试采用了市场法和收益法，收益法
折现率取值为8.15%(无风险报酬率3.15%+风险报酬率5%)。经过评估，对上述9艘超灵便型散货
船根据预计可收回金额需计提减值准备300,734,356元。
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舶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船名

账面价值

预计可回收金额

减值金额

1

长航泓海

账面原值
289,458,190.28

116,933,563.14

83,821,700

33,111,863.14

2

长航沧海

276,118,652.36

119,474,025.97

83,154,600

36,319,425.97

3

长航浩海

279,571,503.08

118,276,913.55

83,109,600

35,167,313.55

4

长航津海

291,221,656.48

118,197,537.68

86,058,800

32,138,737.68

5

长航润海

293,326,434.30

118,219,771.60

86,095,200

32,124,571.60

6

长航淮海

280,798,906.31

119,247,464.93

86,058,800

33,188,664.93

7

长航滨海

282,295,857.28

118,548,875.76

86,217,900

32,330,975.76

8

长航浦海

182,600,000.00

119,519,004.17

86,053,100

9

长航瀚海

134,852,801.88

119,094,699.32

86,207,800

32,886,899.32

1,067,511,856.12

766,777,500

300,734,356.12

合计

2,310,244,001.97

33,465,904.17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在2020年年末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将相应减少公司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
001,010,280元，并相应减少公司报告期期末的资产净值，对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现金流没有影
响。计提减值准备后，该等船舶未来的折旧费用将相应减少、经营成本降低。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执行的有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能够反映公司船舶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董事会同意《关于
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评估机构测算对自有16艘VLCC和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有利于防范财务风险，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公
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本次董事会审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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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合同

所属公司

预计亏损金额（折合人民币）
980万元

合计

12,166万元

预计亏损情况如下：
1、 上海明华下属香港长航国际海运有限公司于2012年光租租入4艘8.2万吨巴拿马型船，
租期将于2022年陆续到期，期间于2017年通过下调租金增加租金分成的方式与船东进行过一
次租约重组，调整后租金为5,800美元/天保底租金加市场指数浮动的分成租金形式，2020年12
月31日，公司依据权威航运市场分析机构FFA出具的市场报告，发现该租金明显高于未来2020
年底预期的未来市场租金水平。公司聘请了评估师对上述光租合同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进行了测算， 测算结果显示上述光租租入的船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运营成本。上
海明华拟依据评估结果，对上述4艘巴拿马船光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142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980万元。
2、 原属于上海明华下属香港长航国际海运有限公司持有的6艘3.25万吨原木船光租合约
系2011年至2012年陆续租入，船东为渣打银行的SPV公司，期间于2017年通过下调租金并拉长
租期的方式进行过一次租约重组，租金降为5,665美元/天。2020年底，船东渣打银行SPV公司将
上述6艘原木船出售给了招商局通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与新船东协商后进行了第二次
租约重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批准了第二次租约重组事项， 租金降为3,760美元/
天，并改由香港明华下属SINOTRANS CHARTERING LIMITED(以下简称:“
SCL” )承接后
续租期。降租后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船队经营压力，但根据2020年12月权威航运市场分析机
构的市场报告，该租金仍明显高于未来预计的市场租金水平。
因此公司聘请了评估师对上述光租合同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
显示上述光租租入的船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运营成本，故SCL对6艘原木船光租合
同计提预计负债1,14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7,909万元）。
3、香港明华下属SCL公司于2018年租入的4艘巴拿马船的租赁合同将于2021年、2022年陆
续到期，租金在12,600美元至13,600美元/天之间。公司聘请了评估师对上述租入船合同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显示上述租入的船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租金成本，故拟对4艘巴拿马型租入船合同计提预计负债47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77万元人
民币）。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在2020年年末计提上述14艘租入船舶的预计负债。
二、计提预计负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计提预计负债将相应减少公司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2,166万元人
民币，并相应减少公司报告期期末的资产净值，对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现金流没有影响。计提预
计负债后，该等合同未来费用将相应减少、经营成本降低。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亏损合同预计负债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执行的有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本次对租入
船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能更准确反映公司船舶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符合会计谨慎性原
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期利益，董事会同意《关于公司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
债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长租期租入船的预期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行为，遵循了财务
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有利于防范财务风险，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成果，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对亏损合同计提预计
负债。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租入船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依据了评估师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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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博彦科技

债券代码：128057

债券简称：博彦转债

公告编号：2021-004

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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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1月28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

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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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秘书张志飞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志飞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志飞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21年1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事会之日起生效，张志飞先生在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全体董事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博
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务。
张志飞先生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公司董事会对张志飞先生在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王斌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并经公司董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综
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经公司董事一致表决， 同意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关村
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100,000,000元(大写：壹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为3年，业务品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1月21日以专人
书面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董事12名，实际参加董事12名。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会议的董事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船队中存在减值迹象的自有16艘VLCC油轮和
9艘超灵便型散货船以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正式评估报告。 根据
中国会计准则的要求及会计师和评估师的测算结果，董事会同意在2020年末对上述25艘船舶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001,010,280元。 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对部分船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号）。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张良、盛慕娴、吴树雄、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二、关于公司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8艘巴拿马型散货船和6艘原木运输船的租入
合同进行了减值测试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根据中国会计准则的要求及会计师和评估师的测算
结果，董事会同意在2020年末对上述14个租入船合同计提预计负债12,166万元人民币。对亏损
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对部分租入船合同计提预计负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号）。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1[009]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预告及资产
减值情况网络、电话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召开时间：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10:00-11:30
● 召开方式：网络、电话互动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关于2020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关
于对部分船舶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和《关于对部分租入船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公
告》已于2021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批露，1月29日见报。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了解公司及行业情况，公司董事会拟利用券商专业平台
召开一次电话、网络说明会，向广大中小投资者及专业机构投资者开放。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
下：
一、说明会召开方式和组织方介绍
1、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电话互动形式召开；
2、会议主办方：招商轮船董事会
会议协办方：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及其交运团队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网址、电话
1、召开时间：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10:00-11:30
2、网络参会网址：https://s.comein.cn/YjJr
3、电话参会号码：
（+86）02022383487（中国）
（+86）01053827136（中国）
（+852）30183077（中国香港）
（+886）277414090（中国台湾）
（+65）31589102（新加坡）
4、普通参会者密码：488228
三、拟出席会议人员
公司管理层，财务、运营部门负责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交运首席分析师闫海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参会；
2、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网络方式参会，通过网络参会的投资者建议提前注册登录。会议登
录网址为：https://s.comein.cn/YjJr
五、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张莉
2、联系电话：021-68301260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公告编号：2021-001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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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仍未扭亏，实现的净利润为-9,000万元～-11,000万元。
2、软件业务：在复工复产后，公司通过积极与客户推进现有商机的落地，加快订单的实施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进度、促进项目的完结验收，进一步优化内部管理、控制各项成本费用等措施，盈利能力稳步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提升，快速消除了疫情带来的阶段性不利影响，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增长，其中营业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长12%；净利润为23,000万元～2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以上。

2、预计的经营业绩：
项目

本报告期

3、 常山云数据中心： 常山云数据中心一期工程中的机房楼和动力楼自2019年底投入使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盈利:10,000万元～12,000万元
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09%～18.69%

盈利：10,110.0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亏损:7,000万元～9,000万元
润
比上年同期减亏：74.32%～66.98%

亏损：27,255.95万元

营业收入

980,000万元～1,010,000万元

944,662.04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980,000万元～1,010,000万元

944,662.0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26元/股～0.0751元/股

盈利：0.0644元/股

用，由于从招商到与客户签约及客户服务器上架至通电需要经过一定过程，加之突发疫情以
及后期疫情防控的压力，对招商进度和客户进场上架都造成了影响，使2020 年项目产能规模
未能完全释放，收益不及预期。
4、 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金额约为 19,000万元，
主要为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疫情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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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所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证券代码：000993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7号楼博彦科技大厦
邮箱：ir@beyondsoft.com

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6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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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

2021年1月29日
附件：王威女士简历

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签字注册会计师进行了预沟通，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
在分歧。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一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2.预计的经营业绩：

王威女士，1975年出生， 中国国籍， 管理学学士。200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会计学专
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北京和勤新泰技术有限公
司、中软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万国数据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职务。2012年至今,
供职于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报告总监、执行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
财务总监。

1、 本报告期宁德市区域内降水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水力发电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减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少；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亏损：6500万元–9500万元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61.62% -190.06%

盈利：10548.0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亏损：6000万元–9000万元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253.44% - 330.15%

盈利：3910.42万元

2、上年同期完成子公司楚都地产100%股权转让，该事项产生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上
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为614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2020年年度实际业绩情

项的独立意见。

截止本公告日，王威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特此公告。

营业收入

36600万元–37200万元

59685.11万元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扣除后营业收入

34900万元–35500万元

57946.67万元

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419/股–0.2074元/股

盈利：0.2303元/股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72

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下半年盈利能力较前两个季度出现明显改善，但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

表决结果：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
月22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1年1月28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公司监
事会主席曹鸿先生、监事蒋红梅女士、职工监事余佳勃先生审议了会议议案并表决。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部分船舶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发现出现资产减值迹象。公司根据评
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对船舶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做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
况及盈利情况；董事会审议《关于对公司船舶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程序合法有
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对部分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做法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
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情况；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程序合法有
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发布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0年度业绩波动幅度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业绩大幅波动的情形，同
意公司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发布2020年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的内容可以客观的反应
公司截至2020年末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9日

1、纺织业务：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公司纺织业务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响，公司积极应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二）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有关事

公告编号：2021[004]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王威女士简历见附件。

传真：010-50965998

（一）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2021[005]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二）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证券代码：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王威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联系电话：010-50965998

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70,000~298,500万元（上年同期161,296万元），同比增长66%~8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
年同期（未作同一控制下合并调整）相比，将增加107,351万元~135,851万元，同比增长66%
~84%。
2、预计公司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同一控制下合并调
整）相比，将增加75,372万元~103,872万元，同比增长39 %~53%。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作同一控制下合并调
整前后）相比，均将增加112,640万元~140,640万元，同比增长73%~92%。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29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153,360万元；
2、每股收益：0.2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原因
2020年度业绩预计出现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上半年国际油轮市场高度景气和剧烈波动，下半年受疫情、出口国巨幅减产以及库存
高企等影响，陷入深度低迷，公司油轮船队抓住了高位波动机会实现收益显著增加；
2、 报告期公司完成收购关联方原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旗下的干散货船队及LNG船项目
股权，合并范围增加。LNG船及VLOC合资项目逐步达产，投资收益继续稳步增加。但国际国
内干散货市场受疫情等影响总体低迷，影响了散货船队的收益水平；
3、 报告期末公司对船舶等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计提大额减值准备和长期租入船亏损合
同计提预计负债（另见《关于计提2020年度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关于对部分租入船
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2021[007]号）；
4、报告期受益于美元借款利率下降、上年末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到位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
加以及汇率变化等，净财务费用显著降低。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
本期业绩预增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
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
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报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但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事项与会计师事务

王威女士联系方式：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编号：2021-004）。

公告编号：2021[008]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种、期限、利率等最终以银行审批为准。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事表决，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威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王威女士已经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

公司独立董事张良、盛慕娴、吴树雄、权忠光对该议案进行了审阅，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三、关于发布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议案
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2020年度业绩较上年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达到上
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按照上市规则要求发布业绩预告。业绩预告具体内
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2020年度业绩预增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号）。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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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158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的评估报告，遵循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没
有发现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计提对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对部分亏损合同计提预计负债的做法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
公允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情况；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程序合法有
效。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预计负债事宜。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况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021年1月28日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为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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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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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约增加12,000万元到18,000万元，同比增加53.55%到80.32%。
●

本次业绩预告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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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409.3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2,149.70万元。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每股收益：0. 30元/股。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南极电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商，证券代码：002127）于2021年1月27日、1月2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本期业绩预增的原因为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为项目退出收益增加、权益法核算收益增

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加及部分项目剩余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增加。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一）业绩预告期间

四、风险提示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业绩预告情况

五、其他说明事项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0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约增加12,000万元到18,000万元，同比增加53.55%到80.32%。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
约增加10,600.00万元到15,900.00万元，同比增加47.86%到71.7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2020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特此公告。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8日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