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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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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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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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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8,300万元 盈利：1,226.4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约9,500万元 亏损：5,894.93万元

营业收入 约120,000万元 124,131.12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约110,000万元 113,504.5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18元/股 盈利：0.0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年度主要受新冠疫情影响，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国内行业竞争加剧，母公

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对产品价格进行局部调整，总体毛利率有所降低；境外子公

司波兰工厂亦受欧洲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滑而出现亏损；同时本年度与上年同

比资产处置收益、政府补贴收益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

度报告全文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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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A� � � �公告编号：2021-013

证券代码：200725� � � �证券简称：京东方B� � � �公告编号：2021-01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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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480,000万元–510,000万元 盈利：191,86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0%�-�166%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250,000万元–280,000万元 亏损：116,67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12元/股–0.13元/股 盈利：0.05元/股

注：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以总股本 34,798,398,763� 股计算，本报告期以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加权计算。

二、与会计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就本次业绩预告与为公司提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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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2020年度审计工

作尚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

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给半导体显示产业链的原材料供应及物流等问题

带来冲击，公司在经营面临严峻挑战下，及时调整内部策略，优化产品结构，部分

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全年营收较上年稳定增长。

2、半导体显示行业景气度相对去年同期较高，尤其是IT、TV类产品需求大幅

回升，且产品价格自2020年年中持续上涨，公司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3、 公司柔性AMOLED� 产品出货较2019年大幅增长， 但因产线尚处于爬坡

期，新增折旧短期承压。随着出货量持续提升，未来有望进一步增强公司整体竞争

力。

4、进入2020年以来，公司坚持物联网转型方向，积极把握发展机会，加强风险

预警，在半导体显示事业、Mini� LED、传感器及解决方案、智慧系统创新创及智慧

医工事业等多个领域获得较快发展，物联网转型战略稳步推进。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本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 将在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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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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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公司开展337调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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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悉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决定对特定有源矩阵OLED显示设备及其组件启动337调查（以下简称“本

次337调查” ），调查编号：337-TA-1243。 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337调查由爱尔兰Solas� OLED� Ltd.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

规定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请，指控公司及子公司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

有限公司、 BOE� Technology� America,� Inc.，以及显示领域其他多家公司对美出

口、 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特定有源矩阵OLED显示设备及其组件（Certain�

Active� Matrix� OLED� Display� Devices� and� Components� Thereof） 侵犯专利权，

请求发起337调查，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 目前，公司获悉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已就本案签发启动调查通知，本次通知为337调查的正常规则和流程，公

司将遵照337调查流程处理。

二、涉及专利及产品情况

经核查，针对公司特定有源矩阵OLED产品，目前Solas� OLED� Ltd.� 主张美

国专利共2件，分别涉及阵列基板和驱动电路技术。

三、公司应对措施

公司在OLED领域已有十余年的技术研发经验， 掌握该领域的核心关键技

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知识产权，在新技术实施前，开展知识产权排

查，防范侵权风险。

在获悉本次事件后，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积极应对本次337调查。 经

初步判断，本次337调查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

续跟进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协商，坚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大

公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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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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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21日，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

浙江海众钢构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众钢构”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出售全资

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1）。 具体进展如下：

按照转让海宁金鸿顺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金鸿顺” ） 100%

股权协议约定， 公司以人民币1,778.23万元向海众钢构出售全资子公司海宁金鸿

顺100%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分两次支付。 海宁金鸿顺对苏州金鸿顺的其他应

付款19,715,726.40元由海众钢构代为支付。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已收到海众钢构股权转让款1,778.23万元、代偿款7,

215,726.40元，按照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海众钢构已完成支付全部的股

权对价，代偿款支付进度按约定执行。

2021年01月29日公司已收到海众钢构代偿款6,500,000.00元; � 截至公告日公

司已收到海众钢构支付的代偿款13,715,726.4元。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1月30日

证券代码：000156� � �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1-006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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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重组前 重组后（注）

营业收入

750,000万元 371,066.47万元 700,107.22万元

比重组前上年同期增长102.12%，比重组后上年同期增长7.13%

净利润

95,000万元 64,553.53万元 94,097.94万元

比重组前上年同期增长47.16%，比重组后上年同期增长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86,000万元 盈利：64,553.53万元 盈利：78,084.67万元

比重组前上年同期增长33.22%，比重组后上年同期增长10.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65,711.73万元 盈利：53,501.01万元 盈利：53,501.01万元

比重组前上年同期增长22.82%，比重组后上年同期增长22.8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6元/股 盈利：0.45元/股 盈利：0.52元/股

注：公司 2020� 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

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重组后上年同期按照追

溯调整后的数字列示。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0年度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浙江华数广电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数” ）83.44%股份和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数”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浙江华数和宁波华

数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重组有效扩大了上市公司业务、资产与用户

规模，有利于发挥整体协同效应，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本报告期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较上年重组前分别增长102.12%、47.16%、33.22%、22.82%，

主要原因系完成上述收购事项所致。

在全国广电行业普遍面临收入和利润下滑压力的严峻形势下，公司通过推进

数字化转型、创新驱动发展、跨域多元布局等各项举措，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

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整体业绩持续保持了稳健增长。 公司智慧城市业

务收入约2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0%；全国新媒体业务收入约18亿元，同比增长约

15%；整体营业收入约75亿元，较上年重组追溯调整后增长7.13%。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2020年度实际业绩情况及

财务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27� � � �证券简称：高争民爆 公告编号：2021-002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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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0年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润

盈利：3,100万元–4,500万元

盈利：2,398.6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9.24%–87.6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盈利：3,100万元–4,500万元

盈利：2,017.0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53.69%–123.10�%

基本每股收益 0.11元/股–0.16元/股 盈利：0.0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上升主要原因为：（一） 由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的影

响，国家减免企业部分社保费用，因此公司承担社保费用较去年有所下降。 (二)随

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好转，公司生产经营逐步恢复正常，积极开展工作，努力降低疫

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且2020年度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数据并表，因此

为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带来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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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3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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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预计为300万元到45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000万元到-1,500万元。

2．报告期内，新疆福海县人民政府与公司、公司子公司新疆阿尔泰冰川鱼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冰川鱼公司” ）签署《关于解除〈福海县布伦托

海（乌伦古湖、大海子）湖区经济资源开发合同书〉的补充协议》（详见公告编

号：2020-059），导致公司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增加约1,733.28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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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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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预计为300万元到450万元。

2、2020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000

万元到-1,500万元。

3、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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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6,174.5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2,704,916.12元。

（二）每股收益：-0.2724元。

三、本期业绩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是

由于上年末计提存货非常损失及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等资产减值或损

失数额较大，本年度计提相关减值或损失大幅度减少。

2、报告期内，新疆福海县人民政府与公司、公司子公司新疆冰川鱼公司签

署《关于解除〈福海县布伦托海（乌伦古湖、大海子）湖区经济资源开发合同

书〉的补充协议》，约定将新疆冰川鱼公司2009年以来投放到湖区的鱼种所形

成的水产品存货资产抵偿其欠缴新疆福海县人民政府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及水面养殖使用权出让金2,760万元，导致本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增加约1,

733.28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业绩预计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且年审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

预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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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次业

绩预计，具体业绩情况尚需注册会计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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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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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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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限公司、大湖水殖石

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前述被担保人均为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及实际担保余额：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

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461.19万元 （包括2020� 年已发生且延续至2021

年的担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61.19万元，主要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 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根据其业务需求及

授信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2021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6,461.19万元，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事项 担保额度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4,000

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

3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6,000

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

5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

6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461.19

合计 16,461.19

（二）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1年度内，不同全资子公司（含收购、新设全资子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

使用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不同控股子公司（含收购、新设控股子

公司）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预计额度。 在上述授权额

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不需要

另外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 超出担保额度范围外的其他事项，公司将另行决策

程序并及时披露。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6,461.19万元

（包括2020�年已发生且延续至2021年的担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4.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预计担保额度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1、 名称：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72251592XN

3、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28日

4、 法定代表人：郭志强

5、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6、 注册地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莲花池居委会六组善

卷路590号

7、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通讯器材（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包装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

8、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19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数据）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合并报表数据）

资产总额 186,554,183.88 226,249,035.17

负债总额 138,459,291.30 126,558,524.17

资产净额 48,094,892.58 99,690,511.00

营业收入 45,456,901.74 31,760,961.86

净利润 -6,126,185.72 1,595,618.42

（二） 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1、 名称：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561749070K

3、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4日

4、 法定代表人：李正球

5、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6、 注册地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莲花池居委会六组善

卷路590号

7、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批发；粮食购销水产品、通讯器材、五金交电、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包装材料、建筑材料、机电产品的销售。

8、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3,233,988.00 81,165,788.35

负债总额 29,650,139.48 32,267,691.93

资产净额 43,583,848.52 48,898,096.42

营业收入 67,108,891.21 66,062,556.28

净利润 -1,959,212.92 5,314,247.90

（三）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1、 名称：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72798168XE

3、 成立日期：2001年6月19日

4、 法定代表人：王云霞

5、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6、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永安街道办事处牯牛岗社区紫缘路236

号

7、 经营范围：西药批发；凭药品经营许可证从事药品、I类、II类、III类医疗

器械、食品（不含冷藏冷冻）、保健食品、消毒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妆品、

保健用品、日用百货、五金产品、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办公用品、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的销售；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医药咨询服

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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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19年度（经审计

合并报表数据）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合并报表数据）

资产总额 204,445,407.39 187,788,454.53

负债总额 131,514,717.17 105,730,587.86

资产净额 72,930,690.22 82,057,866.67

营业收入 296,047,405.37 260,420,863.94

净利润 2,244,165.64 9,127,176.46

（四） 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限公司

1、 名称：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1763288065D

3、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14日

4、 法定代表人：何洪波

5、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

6、 注册地址：湖南省安乡县安丰乡复兴村五组（珊珀湖）

7、 经营范围：水产品养殖、加工、销售及深度综合开发、鱼需物质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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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7,790,879.93 84,780,461.12

负债总额 30,717,119.02 27,865,219.28

资产净额 57,073,760.91 56,915,241.84

营业收入 86,710,220.64 69,348,733.03

净利润 6,541,352.17 -158,519.07

（五） 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1、 名称：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6678024022D

3、 成立日期：2008年8月14日

4、 法定代表人：龚芳右

5、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6、 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维新镇仙阳湖社区四组

7、 经营范围：水产品、水禽养殖、销售及深度综合开发。

8、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9、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类别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179,810.39 73,668,529.05

负债总额 39,295,713.93 44,479,090.47

资产净额 25,884,096.46 29,189,438.58

营业收入 16,775,163.58 29,431,350.60

净利润 -462,470.20 3,305,342.12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是基于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具体的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上述预计担保额度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融资效率，

且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其子公司整体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而预计

的，有助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开展。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此次预计担保额度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年度预计担保额度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

运作且风险可控，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融资效率，降低资金成本，且有利于公司及

子公司相关业务板块的拓展。 该事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61.19万元，主要是公司

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6%。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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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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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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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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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00万元一46,000万元 盈利：12,010.0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62.20%�一483.01% 一一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45,600.00万元一48,100.00万元 盈利：7,345.4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20.79%一754.82% 一一

营业收入 237,000万元一239,500万元 272,692.04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36,700万元一239,200万元 272,446.7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2元/股一0.34元/股 盈利：0.09元/股

注：上述表格中，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业绩

预告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预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度公司业绩预计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新冠疫情带来的相关影响，公司玩具等涉及到线下终端销售的

部分业务受到一定的影响，导致公司2020年度营业收入下滑，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行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成本率同比增

加，主要系报告期内，玩具业务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上涨，导致公司玩具业

务成本率同比增加。

3、顺应疫情导致的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调整了未来产品的经营

发展方向，一方面对于正在运营的影视类项目进行了谨慎、合理的收入预

估并摊销成本， 另一方面终止了部分不符合未来产品经营发展方向的影

视片。

4、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损失约6,000万元，主要系：①2020年5月公司为

了响应国家政策，嘉佳卡通要达到国有资本必须控股 51％以上的相关要

求；以及为了引入战略合作伙伴，为嘉佳卡通带来更多合作资源和渠道，

公司转让嘉佳卡通16%股权，该交易产生投资损失约1,469万元；②受疫情

影响，公司投资的参股公司业绩下滑，对公司造成投资损失约4,500万元。

5、经公司初步测算计提减值损失约19,000万元，其中商誉减值预计为

14,315万元，主要系收购北京爱乐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存在减

值迹象，公司拟对其计提商誉减值。 最终减值损失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

请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预沟

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需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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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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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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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2,893万元–2,995万元 亏损：31,761.7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209万元–107万元 亏损：31,652.86万元

营业收入 214,660万元–255,986万元 219,537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207,312万元–248,639万元 212,03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6元/股–0.058元/股 亏损：0.62元/股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的主要原

因是：

1、公司控股子公司俄罗斯联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冷轧生产线开始投产运

营，缓解了原材料供应问题，控制了亏损。

2、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增加3056万元，包

括处置子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政府补贴、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及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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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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