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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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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于2020年8月13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0年下半年

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52,75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本议

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召开的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

年8�月 14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0年下半年授信额

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220）。

2、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39,316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一年，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期

限均不超过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352）。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为三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

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大泽海南分公

司”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2、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省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额度授信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3、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岩精博亚通” ）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额度授信合同》，授信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公司与福建海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新港路11号金港大厦4楼

法定代表人：李琰

成立时间：2016年11月30日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及相关信息咨询；化妆品、日用百货、酒具、工艺品、家用电器

的销售；进出口贸易。（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

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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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大泽海南分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怡亚通大泽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西大泽” ）的分公司。广西大泽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份。

广西大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资产总额

46,634.98 25,396.05

负债总额

35,442.26 13,227.03

净资产

11,192.72 12,169.02

营业收入

143,954.37 113,894.73

净利润

998.97 976.29

资产负债率

76.00% 52.08%

2、公司名称：陕西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凤城八路与文景路十字西北国金中心E座11层1101(B)

1102(A)

法定代表人：谢芳

成立时间：2013年11月26日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的批发、零售；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酒

具、工艺品、电器、日用品、化妆品的批发；一类医疗器械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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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的股份，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陕西省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资产总额

13,774.43 5,741.07

负债总额

14,125.80 6,301.86

净资产

-351.37 -560.79

营业收入

2,382.58 4,380.18

净利润

-800.21 -209.42

资产负债率

102.55% 109.77%

3、公司名称：龙岩市精博亚通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北城北星中兴路北五街4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林远洪

成立时间：2016年12月12日

经营范围：建材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日用杂货批发；日用家电批发；其他日用品零

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杂品零售；其他通讯设备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

机构商务代理服务；科技会展服务；旅游会展服务；文化会展服务；通用仓储（不含危险品)；其

他未列明的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国境口岸）；其他预包装食品零售（不含国境口岸）；其他

未列明的农牧产品批发；百货零售；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酒、饮料及茶叶零

售（不含国境口岸）；自有商业房屋租赁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果品、蔬菜零售；在线数据

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

龙岩精博亚通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万元，公司持有其6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龙岩精博亚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财务数据

2020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单位：人民币

/

万元）

资产总额

9,836.21 9,829.29

负债总额

4,230.84 4,361.24

净资产

5,605.37 5,468.05

营业收入

16,528.58 9,611.58

净利润

20.89 -137.31

资产负债率

43.01% 44.37%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5、《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0年下半年授信额度进

行担保预计的公告》

6、《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

保预计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002183� � � � �公告编号：2021-027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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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

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相关控股子公司的股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64）《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兴联汇都实业

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365）。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如下：

1、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州

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60%的股权于2021年1月25日在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淘

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http://zc-paimai.taobao.com）上进行公开竞价，最终以人民币3,851,

622.11元的价格完成本次挂牌转让福州兴联汇都贸易有限公司60%的股权交易。

2、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厦门

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于2021年1月25日在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淘

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http://zc-paimai.taobao.com）上进行公开竞价，最终以人民币26,148,

377.89元的价格完成本次挂牌转让厦门兴联汇都实业有限公司60%的股权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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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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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路有色大院西楼公司办公楼三楼大会议

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龚华东。

（6）本次股东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人， 代表股份4,540,237,86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3.131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856,555,66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6.63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683,682,1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9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 代表股份694,491,39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97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10,809,2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0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683,682,1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94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中介机构有关

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2、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与本议案相关的关联股东为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截至股权登记日，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845,746,464股，已回

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604,31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56％；反对90,169,

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4,31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56％；反

对90,169,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表决结果：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450,068,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40％；反对90,

169,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8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04,322,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65％；反

对90,169,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律师、方娟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铜陵有色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2021)承义法字第00024号

致: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束晓俊、方娟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

五日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本次股东大会已按

公告的要求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股份4,540,237,862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43.1314％， 均为截止至2021年1月2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

股份3,856,555,66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6.63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683,682,

19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494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

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提案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出，上述

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

决。关联股东对《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回避表决。两名股东代表、一

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

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04,31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56％；反对90,169,31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04,31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56％；反对90,169,31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关联股东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50,068,5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140％；反对90,169,31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8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04,322,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65％；反对90,169,31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98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获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束晓俊

方 娟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08� � � �证券简称：景峰医药 公告编号：2021-017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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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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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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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万元至

100,000

万元 亏损：

88,280.65

万元

比上年同期

:

下降

13.28%

至增长

20.7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

90,000

万元至

130,000

万元 亏损：

97,460.98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33.39%

至增长

7.66%

营业收入

75,000

万元至

100,000

万元

134,402.91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74,000

万元至

99,000

万元

133,882.1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7957

元

/

股至

1.1367

元

/

股 亏损：

1.0034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已

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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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全国新冠肺炎疫情、药品招投标降价及地方辅助用药的政策影响，公司部分产品销售

量下降导致销售收入减少。

2、公司进行营销改革，加强专业的学术推广工作，导致整体的销售推广费用增加。

3、2020年， 国家监管政策和医保政策对医药行业收紧， 大部分国内药企销售业绩萎靡不

振，营销费用居高不下。同时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子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滑，业绩下

降，且与预期偏差程度较大。2021年1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商誉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和分析，

认为公司部分子公司存在较大的商誉减值损失，对外投资的部分公司存在较大的减值损失。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一商誉减值》的相关规

定，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经营情况及未来的盈利预测，经初步测算，公司2020年拟对企业合并

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30,000-37,000�万元， 拟对企业对外投资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

减值准备14,000万元-17,000万元， 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4、 报告期内， 公司子公司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完成所持有的海门慧聚药业有限公司

63.0086%股权转让，上述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约2.35亿元，上述投资收益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1、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0�年年度财务报

告》中详细披露。

2、本财务年度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将对年度业绩产生较大影响，截至目前，相关商誉减

值测试工作尚在进行，上述预计的2020年度经营业绩包含的商誉减值影响额为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将由公司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

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涉及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刊登在指定媒体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600828� � � � �证券简称：茂业商业 编号：临2021-003号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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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24,555万元到39,695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86,247万元到101,387万元，同比减少约 68.5%到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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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为29,641万元到43,62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 78,389万元到92,374万元，同比减少

约64.3%到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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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24,555

万元到39,69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约86,247万元到101,387万元，同比减少约 68.5%到

80.5%。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29,641万元到43,626万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78,389万元到92,374万元，同比减少约64.3%到75.7%。

（三）本业绩预告所涉及的财务数据，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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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42.0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2,015.24万元。

（二）每股收益：0.727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0年公司净利润下降主要为受新冠疫情不可控因素影响， 百货零售行业销售下滑，导

致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因公司成都盐市口茂业天地（北区）改造项目，拆除原有门店等物业，预计损

失合计约10,400万元，减少净利润约7,8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价值评估、商誉减值测试、年报审计事项等尚在进行

中，上述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对公司业绩预告准确性产生一定影响。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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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21-006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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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00

万元至

150,000

万元

盈利：

6,861.1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994.72%

至

2286.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

130,000

万元至

150,000

万元

盈利：

5,903.83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2301.96%

至

2640.72%

营业收入

150,000

万元至

170,000

万元

1,262,171.18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50,000

万元至

170,000

万元

1,262,171.18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1.442

元

/

股至

1.664

元

/

股 盈利：

0.078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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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

告与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 双方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

在重大分歧。

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公司收入占比较高的出境旅游业务尚未恢复，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2020年度收入规模严重下降，出现较为严重的亏损。

2、公司各主要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子公司经营业绩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且尚未有明

显好转迹象。截止2020年12月底，各子公司商誉余额合计72,359.71万元，预计将会产生较大金

额的商誉减值损失。

3、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部分客户未能按约定向公司支付业务款项，部分供应商也未能及

时退还公司预付款项或押金等。根据公司会计政策，以及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状况、客户经营情

况等判断，公司预计将会计提一定金额的坏账准备。

4、公司参股的各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参股公司或投资项目以及其他主要经营地在境外的

参股公司或投资项目，经营情况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预计将会产生一定金额的投资损失或

减值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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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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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8日

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20年1~12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为：2020年1~12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00万元~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5.91%~124.09%。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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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5,000

万元

~5,000

万元 亏损：

78,000

万元

~98,000

万元

盈利：

20,755.96

万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75.91% ~124.09%

比上年同期下降：

572.15% ~475.80%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

78,000

万元

~ 98,000

万元

盈利：

16,568.73

万

元

营业收入

820,000

万元

~850,000

万元

1,292,399.15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

入

820,000

万元

~850,000

万元

1,283,676.3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2

元

/

股

~0.02

元

/

股 亏损：

0.26

元

/

股

~0.32

元

/

股 盈利：

0.07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修

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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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方面不存在重大分

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2020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品牌服饰业务及供应链管理业务销售下滑，造成公司库存积

压大，资金回笼慢，为了清理库存、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公司2020年11月、12月主要对品牌服饰

业务库存大力度降价促销导致亏损。

2、根据库存商品的情况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四、风险提示

1、本次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2020年度具体业绩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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