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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及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终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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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

（二）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4月2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的

根据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公司于2017年2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二期持股

公司公告。
依据第三期持股计划草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

司” 、“青岛海尔” 或“海尔智家” ）于近期办理了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归属（涉及

计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第二期持股计划草案” ），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第三期持股计划参与员工为635人，共持

权益或者股份均指A股，下同）相关事宜。具体如下：
一、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情况介绍
（一）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首期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有份额27,130万份（元）。根据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公 司 核 心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之 第 三 期 持 股 计 划 完 成 股 票 购 买 的 公 告 》（临
2018-032），第三期持股计划委托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青岛海尔

公司于2016年5月31日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

之第二期持股计划（简称“第二期持股计划”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2
月2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的公
司公告。
依据第二期持股计划草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

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简称“核心员工持

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第二期持股计划参与员工为576人，共持

购买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6,063,800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6.72元/股，成交

股计划” 或者“首期持股计划” 、“首期持股计划草案” ），首期持股计划的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份额26,610万份（元）。根据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公 司 核 心 员 工 持 股 计 划 之 第 二 期 持 股 计 划 完 成 股 票 购 买 的 公 告 》（临

金额为人民币268,586,736.00元，上述购买的股票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自
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即自2018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2日。

及相关法定披露媒体的公司公告。
依据首期持股计划草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首期持股计划参与员工为515人，共持有份额24,790万份
（元）。根据公司于2016年11月30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心员

2017-006），截至2017年3月28日，第二期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二级
市场购买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2,820,787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1.43元/股，
成交金额约为人民币260,768,338.35元。上述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
定期为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即自2017年3月29日至2018年3月28日。

根据第三期持股计划草案， 第三期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权益分二期归属至
持有人，具体归属时间在锁定期结束后，由管委会确定。第三期持股计划项目下
的考核指标及归属安排如下：（1）第三期持股计划下的持有人系青岛海尔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平台人员的，其考核指标及归属为：该等持有人2018

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临2016-062），截至2016年11月29日，青岛海
尔股份有限公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

根据第二期持股计划草案， 第二期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权益分二期归属至
持有人，具体归属时间在锁定期结束后，由管委会确定。第二期持股计划项目下

年度经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且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超过10%（含10%）， 则将其名下本期

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4,255,140股，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10.02元/股，成交金额

的考核指标及归属安排如下：（1）本期持股计划下的持有人系青岛海尔董事、监

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权益的4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幅度在8%-10%，由管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二级市场的

为人民币242,939,165.22元。上述购买的股票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自前述
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即自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11月29日。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平台人员的，其考核指标及归属为：该等持有人2017年
度经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且2017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

委会决定归属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 如果
增长低于8%（不含8%），则2018年不归属。该等持有人2019年度经管委会考核其

根据首期持股计划草案， 首期持股计划的标的股票权益分二期归属至持有
人，具体归属时间在锁定期结束后，由管委会确定。首期持股计划项目下的考核
指标及归属安排如下：（1）首期持股计划下的持有人系青岛海尔董事、监事、高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长超过25%（含25%）， 则将其名下本期持
股计划标的股票权益的4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幅度在20%-25%，由管
委会决定归属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 如果

结果为达标且2019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超过21%（含21%）， 则将其名下本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权
益的6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幅度在16.64%-21%，由管委会决定归属的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平台人员的，其考核指标及归属为：该等持有人2016年度经
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且2016年公司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

增长低于20%（不含20%），则2017年不归属。该等持有人2018年度经管委会考核
其结果为达标且2018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 如果增长低于16.64%
（不含16.64%），则2019年不归属。（2）第三期持股计划下的除上述第1项外的持

股东的净利润较2015年增长超过10%（含10%）， 则将其名下首期持股计划标的
股票权益的4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在8%一10%的，由管委会决定归属

的净利润较2017年增长超过10%（含10%）， 则将其名下本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
权益的60%全部归属于持有人；如果增长幅度在8%-10%，由管委会决定归属的比

有人，经管委会考核，在2018年度、2019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分别归属40%、60%。
二、前期归属情况

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 如果增长低于8%
（不含8%），则2016年不归属。该等持有人2017年度经管委会考核其结果为达标

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 如果增长低于8%（不含
8%），则2018年不归属。（2）本期持股计划下的除上述第1项外的持有人，经管委

管委会根据各期员工持股计划设定的业绩指标等的达成情况， 已于2017年
至2020年之间进行了多次归属， 截至本次归属前， 首期持股计划合计已归属22,

且2017年公司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6年增
长超过15%（含15%），则将其名下首期持股计划标的股票权益的60%全部归属于

会考核，在2017年度、2018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分别归属40%、60%。
（三）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472,102股，第二期持股计划合计已归属20,966,219股，第三期持股计划合计已归
属10,509,984股。归属情况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7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

持有人，如果增长在10%一15%的，由管委会决定归属的比例并报公司董事会薪

根据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公司首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权益归属的公告》（临2017-046）、2018

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后进行归属，如果增长低于10%（不含10%），则2017年不归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之第三期持

年5月12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权益归

属。（2）首期持股计划下的除上述第1项外的持有人，经管委会考核，在2016年
度、2017年度考核结果达标，分别归属40%、60%。

股计划（草案）及摘要》（以下简称“第三期持股计划草案” ），核心员工持股计
划之第三期持股计划（简称“第三期持股计划”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

属的公告》（临2018-026）、2018年12月15日披露的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首
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额度分配及权益归属的公告》（临2018-08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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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30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权益归
属的公告》（临2019-033）、2020年7月30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核心
员工持股计划额度分配及权益归属的公告》（临2020-038）。
三、本次归属情况
首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均规定：
“持股计划股份权益归属：存续期内……因业绩考核不达标、员工离职等各种原
因导致无未来归属对象的股份， 由管委会决定标的股票的权益归属公司或激励
其他价值贡献更大的员工” ，据此，2021年1月15日，经管委会决议，确定：（1）首
期持股计划进行归属，考核合格的33人归属数量1,783,038股；（2）第二期持股计
划进行归属，考核合格的116人归属数量1,132,832股；（3）第三期持股计划进行
归属，考核合格的32人归属数量179,351股。
参与本次归属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6名， 本次共计归属1,339,
483股（具体见下表），且其所持股份若变动须遵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合计归属的A股股票
数量（股）

职位

归属后合计持有的A股股票
数量（股）

序号

姓名

1

梁海山

董事长

647,127

15,570,174

2

谭丽霞

副董事长

517,702

9,053,622

3

王培华

监事会主席

21,334

4

明国庆

监事

13,938

119,449

5

宫 伟

财务总监、副总经理

88,180

1,812,495

6

明国珍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合计

182,401

51,202

1,326,497

1,339,483

28,064,638

公司已根据前述决议等于2021年1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了相关股票的过户事宜，合计数量3,095,221股，股票过户已办理完毕。
四、持股计划的现状及后续安排
1. 本次归属后，首期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已全部归属完毕，首期持股计划终
止，后续将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2.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第二期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721,736股、第三期持
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5,374,465股。第二期、第三期持股计划存续期分别为不超过
60个月、不超过36个月，自标的股票登记至当期员工持股计划时（分别于2017年3
月28日、2018年5月22日登记完成）起计算。根据第二期、第三期持股计划草案，持
股计划锁定期满后，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如持
股计划持有的股票归属完毕后，若持股计划资产仅为货币资金，持股计划将提前
终止。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8日

公告编号:2021-002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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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营科技园支行

ZC10547号《验资报告》。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13,948,000.00 元 （含税）， 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6,052,000.00 元。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3000万

项目名称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大额存单
●委托理财期限：36个月（大额存单持有满三个月可转让或提前支取，公司

预计总投资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万元）

高端智能化配电设备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74,306.40

67,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21,000.00

21,000.00

合计

95,306.40

88,000.0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拟根据资金需求安排，持有不超过12个月）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中国银行

单位大额存单

单位人民币三年
CD19-16

3,000

3.75

-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36个月（可转让）

保本固定收益型

-

-

-

否

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补充确认及
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民营科技园支行的大额存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由于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 募集资金在当前阶段暂时出现部分闲置
的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合理利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回报。
（二）资金来源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存款类产品， 收益类型为固

公司本次购买的银行大额存单属于保本固定收益的存款类低风险型产品，

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上述理财产品的额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经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

度、期限、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

市场波动、宏观金融政策变化等影响。

展。公司单次持有大额存单期限不超过12个月，通过现金管理，可以提高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剩余未到期的部分将在到期时赎回，并根据资金安排需求及授权继续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正常运行
的情况下，审慎选择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并合理安排理财产品的种类和期限。
2、公司经营管理层及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
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

高、 流动性好的低风险产品。 公司严格评估选择办理理财产品的银行等金融机

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

构，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具有合法经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民营科技园支行。 中国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为合作方，并根据业务需要与合作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理财

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补充确认及继

产品的金额、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着重考虑理财产品收益和风

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险是否匹配、与公司资金计划安排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投资产
品存续期，公司将与受托方保持密切联系，跟踪资金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988），与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6,803,983,622.36

6,960,080,975.19

产品币种

人民币

净资产

2,789,242,236.39

2,705,035,255.50

发售时间

2020年11月20日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购买日期

2021年01月27日

营业收入

2,860,963,457.53

1,949,819,892.97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022 号）文核准，2019 年 11

产品期限

36个月

净利润

153,948,951.50

-76,582,023.84

月 15日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面值总额 88,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产品编号

00320016036C03

产品利率

3.75%

募集资金总额为 880,000,000.00 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10,560,000.00

转让

客户持有期且存单剩余期限须大于三个月（含）方可转让

提前支取

伙）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证券代码：603196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告编号：2021-005

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店铺开业时间缩短，华北地区疫情多次零
星散发，使公司线下销售收入出现下滑。为了化解疫情的不利影响，有效控制库
存，部分门店进行了促销，导致毛利率小幅下降。
主力品牌“
broadcast 播” 危中寻机，加速、加强了“全网全渠道数据智能精
益运维” 战略的推进，全面打通线上、线下业务，实现了全域一体化运营；同时逆
势开好店，布局核心城市的重要商圈。2020下半年以来，直营和线上渠道盈利能
力显著提高。
2、受控股子公司广州腾羿破产受理前的经营亏损影响，利润减少约3,540万
元。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1、 控股子公司广州腾羿破产清算被法院受理产生的非经营性亏损，减少
利润约4,130万元。
2、2020年度公司收到政府补贴和理财收益等，增加利润约1,389万元。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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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是否补
明限售类 充质押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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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荣择
土石方工
程有限责
任公司

否

5,210,000股

否

否

2021-01
-28

2022-01
-27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34%

业务发
展需要

南宁市火
星石广告
策划有限
责任公司

否

6,170,000股

否

否

2021-01
-28

2022-01
-27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

0.40%

业务发
展需要

合计

11,380,000股

100%

0.74%

二、质押股份不存在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等情况。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质押后，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已质押股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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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鑫
益信商
务服务
有限公
司

130,323,119

8.52%

36,000,000

36,000,000

27.62%

2.35%

广西荣
择土石
方工程
有限责
任公司

5,210,000

南宁市
火星石
广告策
划有限
责任公
司

6,170,000

广西荣
拓装饰
工程有
限责任
公司

16,110,000

合计

157,813,119

0.34%

0.40%

1.05%

0

0

16,110,000

5,210,000

6,170,000

16,110,000

100%

100%

100%

52,110,000

63,490,000

40.23%

25,474

25,474

3,000

566.31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
25,474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13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6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7,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

注1：上表中的实际投入金额的明细项为最近12个月内公司单日使用闲置募

注2：“实际收益” 为最近12个月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累计收
益，若与明细数据有差异，取四舍五入整数。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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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产能持续扩张，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报告期内，由于人民币升值，财务费用中有汇兑损失，对公司扣除非经常性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本报告期

损益后净利润的增长率有一定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盈利：82,000万元–94,000万元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32.76%–166.82%

盈利：35,230.12万元

1、本次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盈利：30,000万元–42,000万元
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88.98%–164.57%

盈利：15,874.74万元

在2020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2020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21年4月3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395元

日，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盈利：约0.5573元–0.6389元

备注：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中汇兑损失约1.80亿元–2.40亿元，若仅剔除该汇
兑损失因素影响，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5.00亿元–6.10亿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关重大事项与年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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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

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0.34%

0.40%

1.05%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15%

0

0

0

0

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特此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持续深化与全球行业战略客户合作的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深度和广度，加大创新力度，提高运营效率，产品综合毛利率提升，带动了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13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2、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就业绩预告有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经营业绩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存储半导体及高端制造等业务市场需求强劲，存储芯片封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证券简称：中航机电

公告编号：2021-002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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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259,733,671.10

12,131,383,070.72

1.06

营业利润

1,286,700,985.02

1,228,355,881.70

4.75

利润总额

1,351,170,548.55

1,245,151,554.15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6,088,595.15

960,860,817.42

11.99

基本每股收益
10.32%

合计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临20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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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广西鑫益信商务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鑫益信” ）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157,813,1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2%。广西鑫益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
为63,4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5%。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接到股东广西鑫益信关于股票质押的通知，广西鑫益
信的一致行动人广西荣择土石方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西荣择” ）
和南宁市火星石广告策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火星石” ）于2021年1
月28日将其持有的5,210,000股和6,170,000股公司股份质押，用于业务发展需要，
质权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完成了相关手续。
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566.31

特此公告。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实际收益
（注2）

25,474

资金认购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 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建设和主营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证券代码：600739

实际收回本金

25,474

公司在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

证券代码：0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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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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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4,922万元。
●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2,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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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约为-4,922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约为-2,650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1.3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18.5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实际投入金额
(注1)

银行理财产品

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补充确认。（公告编号：2020-056）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

按支取日中国银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产品到期日后，按照中国银行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理财产品类型

1

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对公司 2020 年1月23日至 2020
年9月8日未经授权使用不超过 25,474 万元（含 25,474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6.26%，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

不可部分提前支取，可全额提前支取

逾期利率

序号

集资金购买各类理财产品的对应最高余额。 公司于2020年9月4日召开第六届董

截至 2020 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479,553,562.57元，本次委托理财资

提前支取利率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人民币三年CD19-16

产品名称

述资金已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全部到位，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及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等产品的风险控制，本着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的原则，将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元（含税）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 869,440,000.00 元。 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四）风险控制分析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

五、风险提示

定收益型，额度为人民币 3,000 万元，公司本次持有期限不超过 12个月，是在符

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购买的理财等产品均为安全性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2.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 公司本次认购银行大额存单计入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剩余未到期的部分将在到期时赎回，并根据资金安排需求及授权继续使用。闲置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金额
（万元）

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金，取得的收益将计入利润表中利息收入，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三）其他说明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

受托方
名称

●履行的审议程序：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投资产品“银行大额存单” 为存款
类产品，不涉及资金流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27

7.41

8.91%

10.00%

减少1.0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756,233,639.05

28,434,819,213.76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732,268,829.27

9,749,995,916.80

30.59

股本（股）

3,884,824,789.00

3,608,664,457.00

7.65

3.28

2.70

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
生重大影响的事项，2020年1-12月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25,973.37万元， 较上
年同期增长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608.86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1.9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