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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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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000～28,000 万元，同比

下降约 69.24%～73.64%。

2. 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21,

079～25,079万元，同比下降约 10.13%～24.47%。

3. �公司预计 2020 年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90,000～600,000 万元， 同比增长约 5.89%～

7.68%。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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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69.24%～73.64%

盈利：91,037.04万元

盈利：24,000～28,000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0.13%～24.47%

盈利：27,907.26万元

盈利：21,079～25,079万元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期增长：5.89%～7.68%

557,205.83万元

590,000～600,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713元 /股至 0.4332元 /股 盈利：1.4083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年报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为 2,921 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

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63,129.78万元。

2.本年度业绩下降原因是相比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下降，上年同期公司获得南京三厂

区拆迁补偿。

3.本年度镁价持续走低，上半年受疫情影响，致使公司产品利润下降。

四、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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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902� � � �证券简称：新洋丰 公告编号：2021－004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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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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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长：40%一 60%

盈利：65,105.39万元

盈利：91,147.55万元一 104,168.62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长：37.69%一 58.08%

盈利：63,871.87万元

盈利：87,947.55万元一 100,968.6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72一 0.82 0.50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但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

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凭借行业领先的产业链一体化、品牌与渠道、规模经济等优势，复合肥销量保持了

稳健的增长，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2.公司积极深耕渠道、拓展渠道，加大品牌建设与营销推广，加快开发提质增效的新型肥

料，加大示范田建设及对经销商和种植户的技术服务投入，克服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新型

肥料生产和销售的不利开局，全年销量实现增长，促进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3.2020年以来，玉米、水稻、小麦等农产品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同时，国家对农业

生产不断加码政策利好，农民种植效益提升，种植意愿增强，有力拉动了复合肥消费。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新洋丰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766�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1-1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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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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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万元–28,000万元 亏损：204,189.0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42,700万元–34,700万元 亏损：208,070.41万元

营业收入 96,000万元–122,000万元 197,720.64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95,700万元–121,700万元 197,383.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7元 /股–0.29元 /股 亏损：2.11元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公司与会计师

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19 年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药品管理政策，其中国家医保局出台的《国家基本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卫生健康委出台的《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

品目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等文件内

容，涉及公司子公司的主要产品，并对其实际经营产生了较大不利影响。

2、本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开展受到短期冲击，导致产品市场销售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预计的 2020年度经营业绩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 2020�年度实际业

绩情况及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0�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095� � � �证券简称：生意宝 公告编号：2021-002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江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江

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盛投资” ）拟在股份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除外)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5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收到网盛投资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

函》，截至 2021年 1月 29日，网盛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网盛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

的比例（%）

网盛投资 集中竞价

2020年 11月 13日

-2020年 12月 3日

17.93 2,527,050 1

合计 2,527,050 1

2、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网盛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118,189,561 46.77 115,662,511 45.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189,561 46.77 115,662,511 45.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网盛投资本次减持股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网盛投资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

持计划一致，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网盛投资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网盛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69� � �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2021-005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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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现将 2020 年第四季度土木工程建

筑业务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项目

类型

第四季度

新签约订单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

约未完工订单

第四季度

已中标未签约订单

备注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数量

（个）

金额（万元）

咨询设计

技术性服

务

53 3890.20 139 15814.24 4 695.06

即工程咨询、

工程设计项

目

工程总承

包类

5 20029.28 24 35344.68 0 0

合计 58 23919.48 163 51158.92 4 695.06

二、重要项目签约或执行情况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中国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在四川省彭州市签订了《硫

磺回收装置环保适应性改造项目炼化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 公司承担硫磺回收装置环保适

应性改造项目 EPC总承包工作，合同总价款为 14,578 万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

实现营业收入 33.21万元，累计收款 0元。截止本次简报披露日，该项目业主方的履约能力未发

生重大变化，结算与回款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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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总承包的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山子石化分公司加工轻烃炼油及乙烯优

化调整项目（炼油部分）5万吨 /年硫磺回收装置 EPC项目和神华榆林循环经济煤炭综合利

用项目（一阶段工程）硫磺回收装置 EPC 项目均已顺利中交，中广核德令哈 50MW 光热项目

热传储热系统 EPC项目已投产。 上述项目业主方的履约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回款不存在重

大风险。

2、鉴于上述有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最终披露的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同时，由于受客户情况变化、财务核算方法等因素的影响，上述项目未来确认的营业收

入与合同金额并不完全一致，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159� � �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2021-9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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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一 2020年 12月 31日

（二）预计 2020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2,000万元一 3,000万元 盈利：1,14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5.28%一 162.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15,000万元一 18,000万元 盈利：212万元

营业收入 38,000万元一 42,000万元 67,664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36,000万元一 40,000万元 65,25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元 /股一 0.22元 /股 盈利：0.08元 /股

注：上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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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公司已就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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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本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正，主要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为缓解新冠

肺炎疫情对公司业绩和现金流造成的冲击，报告期，公司积极推进资产梳理工作，将崇阳项

目公司（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崇阳三特旅业发展有限公司）旗下旅游类资产

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崇阳三特文旅开发有限公司后将崇阳项目公司 100%股权以 10,026 万

元的价格转让； 将所持全部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46.84%股权以 10,960 万元的价格

转让； 将所持贵州三特梵净山旅游观光车有限公司和贵州武陵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以合计 11,404.95万元的价格转让。 上述股权转让形成投资收益共约 17,000 万元，为非经常

性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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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408� � � �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公告编号：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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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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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 2020年 12月 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比上升

2020年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50%至 80%

盈利：62,049.53万元

盈利:93,074.29万元至 111,689.1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60%至 90%

盈利：55,486.99万元

盈利:88,779.19万元至 105,425.2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2元 /股至 0.63元 /股 盈利：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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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增长的原因：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市场波动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价

格和销售收入同比下滑，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化工板块：（1）原料端实施规模采购，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受国际油价低迷的影响，

原材料价格长期处在底部，公司通过不断调整不同组分的原材料的采购量，在控制成本的同

时也确保最大量采购公司盈利产品的原材料， 将原材料采购性价比达到最优， 做到经济保

供；（2）生产端灵活调整生产线，确保盈利产品产量最大化：在保证装置安全、环保、稳定运行

的前提下，公司充分发挥产业链一体化及生产线可灵活调整的柔性设计的优势，根据市场情

况调整盈利产品产量，充分挖掘装置潜能，将盈利产品的产能达到了最大化；（3）销售端积极

调整销售策略，实现产品利润最大化：公司积极分析市场形势，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保持产品

快进快出，不断提高周转率，抓住产品涨价行情，调控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销售量，化解市场波

动风险，确保了产品利润最大化。 （4）新增产能陆续投产，增厚公司利润：报告期内公司新建

一期 10万吨 /年丁腈胶乳项目和一期 10万吨 /年MMA 项目陆续投产，新产能的释放对报

告期业绩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2、供应链板块：2020年度，公司供应链业务在产品结构、客户结构等维度继续进行优化，

积极拓展新冠疫情相关产品（异丙醇、丙酮等）的贸易规模，产品毛利率及毛利润有较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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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

请以公司披露的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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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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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复方氨基酸（15AA-Ⅱ）/ 葡萄糖

（10%）电解质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

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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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获悉，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于今日发布信息，公司的“复方氨基酸（15AA-Ⅱ）/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 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复方氨基酸（15AA-Ⅱ）/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

（1）1000� ml（复方氨基酸（15AA-Ⅱ）注射液 500� ml/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 500�

ml）

（2）2000� ml（复方氨基酸（15AA-Ⅱ）注射液 1000� ml/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

1000� ml）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类

受理号：CYHS1700208、CYHS170020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13054、国药准字 H20213055

申请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复方氨基酸（15AA-Ⅱ）/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为百特开发的氨基酸葡萄糖即用

型肠外营养双室袋，1997 年在美国获批，适用于肠内营养不可行、不足或禁忌时，为需要肠外

营养的患者提供能量、蛋白质和电解质。 目前该产品原研尚未进口，我公司为国内首家批准上

市。

肠外营养在危重、严重创伤等患者的救治中具有重要作用，可快速提供机体所需营养物

质、促进患者康复、改善疾病预后。 之前我公司已获批上市 9 个肠外营养新产品，覆盖单袋

（瓶）、双室袋、三腔袋包装形式，差异化的产品配方可满足不同类型（肝功能受损、围手术期、

危重症等）和不同能量需求患者的营养治疗。

复方氨基酸（15AA-Ⅱ）/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的获批使我公司肠外营养产品的

上市数量已达到 10个，其配方科学合理，适用人群广（可用于儿童和成人），且给药方式灵活

（可外周或中心静脉给药），可满足多种疾病状态患者的用药需求。 该产品获批，将进一步扩

大我公司肠外营养产品的使用人群，且随着本品及后续系列品种的续贯获批，我公司将成为

品类齐全、国内领先的肠外营养专业供应商。

2015年国家药监政策改革，要求新申报的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质量和疗效一致。 我公司本

次获批的复方氨基酸（15AA-Ⅱ）/ 葡萄糖（10%）电解质注射液（1000ml；2000ml）即是按照

这一要求研发，并在国内首家获批上市。 药监局公布的原研产品信息如下：商品名：Clinimix�

E� 2.75/5，持证商：Baxter� Healthcare� Corp。

科伦药业已获批上市的肠外营养新产品情况

序号 包装形式 产品名称 临床适用人群

1

三腔袋

（4个）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

2

脂肪乳(10%)/氨基酸(15)/葡萄糖

(20%)注射液

3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9%)注射液 高能量需求的重症患者

4

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萄糖

(16％)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

尤其适用于肝功能受损和肿瘤患者

5

双室袋

（4个）

丙氨酰谷氨酰胺氨基酸（18）注射液

严重烧伤 /创伤、急性胰腺炎、外科重症、肿瘤

与 ICU患者

6 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

7

复方氨基酸（16AA-Ⅱ）/葡萄糖

（48%）电解质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尤其适

用于输液体积受限与高营养需求的患者

8

复方氨基酸（15AA-Ⅱ）/葡萄糖

（10%）电解质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脂代谢障碍或短期肠外营养

的患者，可同时用于成人和儿童患者

9

单袋 /瓶

（2个）

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24)

国内外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脂肪乳，特别适用

于肝功能受损与肿瘤患者

10 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配方中含ω-3鱼油脂肪乳，特别适用于围手

术期、危重症及肿瘤等患者

三、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

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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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ω-3 鱼油中 / 长链脂肪乳

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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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伦药业” ）获悉，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于今日发布信息，公司的“ω-3 鱼油中 /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0ml、250ml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受理号：CYHS1900581、CYHS190058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13048、国药准字 H20213049

申请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为德国贝朗开发的单瓶脂肪乳品种，目前已在德国、意

大利等多个欧洲主流国家获批上市，2014年中国批准进口， 用于功能不全或不能经口 / 肠道

摄取营养患者的脂肪补充。

肠外营养在危重、严重创伤等患者的救治中具有重要作用，可快速提供机体所需营养物

质、促进患者康复、改善疾病预后。 之前我公司已获批上市 8 个肠外营养新产品，覆盖单袋

（瓶）、双室袋、三腔袋包装形式，差异化的产品配方可满足不同类型（肝功能受损、围手术期、

危重症等）和不同能量需求患者的营养治疗。

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的获批使我公司肠外营养产品的上市数量已达到 9 个，

该产品配方中同时含有长链、中链及ω-3脂肪酸甘油三酯，较传统的长链脂肪乳和中 / 长链

脂肪乳可改善手术和重症患者应激后的炎症反应、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改善患者预

后。 目前临床广泛用于围手术期、危重症及肿瘤等患者，已被《成人围手术期营养支持指南

(2016 年)》、《肿瘤免疫营养治疗指南(2020 年)》、《欧洲 ICU 内临床营养指南(2018)》等国内

外权威指南推荐。 2019年中国鱼油类脂肪乳注射液销售额已达 8.3亿元。该产品获批，将进一

步扩大我公司肠外营养产品的使用人群，且随着本品及后续系列品种的续贯获批，我公司将

成为品类齐全、国内领先的肠外营养专业供应商。

2015年国家药监政策改革，要求新申报的仿制药必须与原研质量和疗效一致。 我公司本

次获批的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即是按照这一要求研发， 并为国产第 2 家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企业。药监局公布的原研产品信息如下：药品通用名：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持证商：B.Braun� Melsungen� Ag。

科伦药业已获批上市的肠外营养新产品情况

序号 包装形式 产品名称 临床适用人群

1

三腔袋

（4个）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

2

脂肪乳(10%)/氨基酸(15)/葡萄糖

(20%)注射液

3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9%)注射液 高能量需求的重症患者

4

中长链脂肪乳 /氨基酸(16)/葡萄糖

(16％)注射液

低能量需求和基础能量需求的大部分患者，

尤其适用于肝功能受损和肿瘤患者

5

双室袋

（3个）

丙氨酰谷氨酰胺氨基酸（18）注射液

严重烧伤 /创伤、急性胰腺炎、外科重症、肿瘤

与 ICU患者

6 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

7

复方氨基酸（16AA-Ⅱ）/葡萄糖

（48%）电解质注射液

严重高脂血症或脂代谢障碍的患者，尤其适

用于输液体积受限与高营养需求的患者

8

单袋 /瓶

（2个）

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24)

国内外临床应用最广泛的脂肪乳，特别适用

于肝功能受损与肿瘤患者

9 ω-3鱼油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配方中含ω-3鱼油脂肪乳，特别适用于围手

术期、危重症及肿瘤等患者

三、风险提示

药品获得批件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

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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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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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 15,395.96 万元到 17,448.75

万元，同比增加 50%到 70%。

2、 公司 2020 年度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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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3.67万元到 14,000.39万元，同比增加 30%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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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加 5,131.99万元到 7,184.78万元，同比增加 50%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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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增加 2,800.08万元到 4,666.80万元，同比增加 30%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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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3.9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9,333.59万元

（二）每股收益：0.4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2020年度，随着疫情后国内工业复苏，公司起重机订单大幅增加；同时受原材料价格

波动影响，公司上调了部分产品的价格；

（2）公司研发的智能化、自动化起重机等新产品获得客户认同，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主

营业务毛利率提升；

（3）公司新兴的高空作业平台业务成功研发出履带式剪叉车等差异化产品，市场开拓已

见成效；

（4）公司专注精益生产和内部管理，提高人员效率，强化资金管理，精细化费用管控，有效

控制成本增长。

（二）非经常性损益影响：主要系 2020年度收到政府对公司海外并购、重大资产购买等项

目的补助以及享受退税政策优惠所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

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会与年审会计机构审计数据有一定差异，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并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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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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