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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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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000 万元到 -300,000 万

元。

● 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350,000

万元到 -300,000万元。

● 经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初步测算， 公司 2020年度预计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170,000 万

元至 220,000万元，具体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一、本期业绩预亏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亏情况

1.经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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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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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00万元到 -300,000万元。

2. 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50,

000万元到 -300,000万元。

（三）本业绩预亏公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6.6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77.0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0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受疫情影响，公司旗下电影院为响应

国家防疫要求，自 2020年年初即开始全部暂停营业，于同年三季度才开始陆续恢复营业，且上

座率一直严格控制在 75%以下，复工复产进程缓慢。此外，因各地疫情隔离政策影响，公司文化

经纪业务、文化产业发展运营服务等“文化 +” 业务均无法正常开展，相关收入下滑较大。 另一

方面，由于疫情影响，市场上的影视剧组开工不足、电影项目播出渠道受阻，上下游影视公司普

遍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公司影视项目回款困难，已投资影视项目的上映风险加大。

公司整体业绩不及预期，同时造成了商誉等长期资产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值，计提商誉减值

损失预计在 170,000万元到 220,000万元，其中江苏耀莱影城管理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为 100,000万元到 120,000万元，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为 45,000 万元

到 55,000万元。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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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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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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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3月 31日

2．预计业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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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万元一 1,200万元 亏损：-1,5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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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疫情爆发及防控措施影响，公司相关产业及其上下游复工复

产延迟，而当前国内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管理，公司相关产业目前生产经营正常，根据目前

各产业在手订单情况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800万元至 1,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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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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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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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

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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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372,260.54 606,289.21 -38.60%

营业利润(万元) -95,517.34 21,624.61 -541.71%

利润总额(万元) -93,158.38 23,193.83 -50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88,138.15 12,198.76 -82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7 0.22 -81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9% 3.87% 减少 39.36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859,022.12 995,812.72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万元)

196,699.84 289,796.07 -32.12%

股本(万股) 56,236.86 56,236.8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50 5.15 -32.04%

注： 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沥青供应链、新能源客车等产业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的上下游复工复产

延迟、业务需求延后、价格波动等因素综合影响，业务规模出现较大程度下滑，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372,260.5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8.60%；实现营业利润 -95,517.34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 541.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138.15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22.52%；基

本每股收益 -1.5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13.64%。 公司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234,028.67 万元，下降 38.60%，主要因素为：（1）汽车制

造、销售及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206,735.85 万元，下降 74.67%；（2）沥青供应链业务收入减

少 21,644.51 万元， 下降 12.08%；（3） 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收入减少 14,109.90 万元， 下降

30.32%。

2.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17,141.94 万元，下降 541.71%，主要变动因素为：（1）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 主营业务的毛利润金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72,481.78 万元；（2）资

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53,669.01 万元， 主要是公司判断 2017 年收购兆华供应链形成的

90,139.48万元商誉和 2018年收购东莞中汽宏远形成的 6,913.37 万元商誉存在减值迹象，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经初步测算，公司拟对收购兆华供

应链和东莞中汽宏远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55,000.00万元。（3）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比上

年同期增加 11,598.91万元，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收回以前年度应收账款金额较大而回冲坏账

准备。

3.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跃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海宁、会计机构负责人廖世雄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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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风华高科” ）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传票》（[2021] 粤 01 民初 71-72、

85-88、220-221、243-248、252-266、268-277、331、334、336-350号） 及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材

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王啸虎等共 56名投资者诉公司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上述诉讼案件将于 2021年 2月 25日开庭。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

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王啸虎等共 56名投资者。

被告：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息

损失等。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序号 原告 索赔金额 案号

1 王啸虎 420,730.82 71号 29 黄企英 215,857.22 266号

2 储志钢 602,825.25 72号 30 李海萍 20,902.00 268号

3 石慧君 44,450.00 85号 31 程志军 24,313.00 269号

4 毛志勤 1,500,636.00 86号 32 郑南秀 11,650.00 270号

5 刘 奇 21,648.00 87号 33 王树仁 7,266.00 271号

6 李武盛 108,338.00 88号 34 李秀群 8,210.00 272号

7 蓝建东 131,558.60 220号 35 梁少明 83,930.00 273号

8 谢敏婷 50,462.72 221号 36 白晓东 101,753.00 274号

9 罗素琴 133,107.19 243号 37 李 丽 27,844.00 275号

10 魏晓燕 432,766.19 244号 38 陈健芝 193,488.00 276号

11 蔡娜斐 544,085.07 245号 39 邹爱华 86,104.00 277号

12 武春光 1,042,284.66 246号 40 袁 艺 111,534.95 331号

13 牛晓琛 6,681,412.03 247号 41 尹郁芳 113,018.40 334号

14

北京乾元泰

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803,959.55 248号 42 陈剑瑜 699,641.00 336号

15 冯志刚 69,003.00 252号 43 李永佳 75,319.00 337号

16 王建芳 16,239.00 253号 44 钟泳因 234,163.00 338号

17 林 辉 18,415.00 254号 45 陈晓红 446,162.00 339号

18 陈淑芬 66,000.00 255号 46 伍耀广 738,668.00 340号

19 王雪艳 30,000.00 256号 47 钟剑政 26,845.00 341号

20 王燕鹰 30,000.00 257号 48 梁凤英 94,668.00 342号

21 桑天佑 50,000.00 258号 49 沈钦萍 52,383.00 343号

22 桑 桔 60,000.00 259号 50 罗远新 92,793.00 344号

23 苗俊范 626,229.53 260号 51 李月莲 404,070.00 345号

24 卢伊平 197,044.18 261号 52 于文洪 46,605.00 346号

25 徐毅萍 6,148.68 262号 53 谭富家 562,397.00 347号

26 全 瑾 115,018.34 263号 54 黄月洪 21,540.00 348号

27 魏幸杰 266,974.17 264号 55 罗结芬 30,051.00 349号

28 张建明 29,411.08 265号 56 张 宏 253,630.00 350号

合计：18,883,552.63元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 下发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2019]13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67号）。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将于 2021年 2月 25日开庭。

三、本案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对

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

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

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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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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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 1月 22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 10：00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7人，实际参会董事 7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情况符合法律、法规、证券上市地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烟台

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05】）。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披露的《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扩大主营业务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

减少注册资本、 增加经营范围、 扩大主营业务及修改 〈公司章程〉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烟台

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本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21 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定于 2021年 3月 23 日（星期二）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 年第一

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1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近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三、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3、会计师关于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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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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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月 2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本公司十楼会议室

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到监事为三名，实到监事为三名，分别为：戴利英女士、王志武先生和

王坤先生。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戴利英女士主持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扩大主营业务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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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

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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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利股份” ）拟以募集资金

203.5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

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14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6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52,000,000.00元， 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23,035,849.06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28,

964,150.94元，已于 2020年 9月 14日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减除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7,464,150.94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500,000.00元。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出具了“毕马威

华振验字第 2000713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工商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

况

1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

产线建设项目

17,500.00 12,250.00

备 案 号

1606120180

烟 环 审

[2013]19号

合 计 17,500.00 12,250.00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该项目的实际情况及进度，以自筹资金支付项目所需款项。

募集资金到位后， 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剩余款

项。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截至 2020年 12

月 9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为 203.51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已预先

投入资金

其中：

建安工程支出 设备购置及安装

1

多品种浓缩果汁生产线

建设项目

203.51 15.00 188.51

合 计 203.51 15.00 188.51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

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1]000623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人民币 203.5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且募集资金置

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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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自筹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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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并且置换时

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前期投入的自筹

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实施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需要。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且距离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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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03.51万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

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会计师认为，德利股份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德利股份截止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

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事项出具了鉴证报告，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不改变募投项目的实

施计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 本保荐机构对德利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

项无异议。

六、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会计师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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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扩大

主营业务及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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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21年 1月 29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扩大主营业务及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因本公司回购 H 股股份 10,700,000 股并完成注销，公司总股本由 378,000,000 股减

少至 367,300,000股，注册资本相应由人民币 378,000,000元减少至 367,300,000元。

（2）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中增加“生产销售饮用水、果醋、果酱、

罐头”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饮用水、果醋、果

酱、罐头、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铁制包装品的加工销售；果渣的生物综合利用；从事各

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果浆、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自

有房屋出租。

（3）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

复》（国函〔2019〕97号）规定，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的通知期限、 股东提案权和召开程序的要求统一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相关规定，不再适用《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

规定》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为了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公司现拟根据《公司法》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结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修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现有条文

修订后条文

（修订以粗体及下划线的方式呈现）

第一章总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意见

的函》、《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与 《联交所上市规则》

统称“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 ）及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有关监管部门的

规定，制订本章程。

……

第一条 为维护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

章程指引》、《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关于到香港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作补充修改意见

的函》、《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

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国函

〔2019〕97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与 《联交所上

市规则》统称“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 ）及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有关监

管部门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二章 经营宗旨和范围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

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生产销售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

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铁制包装品的加工销

售；果渣的生物综合利用；从事各种原浆果汁、果蔬

汁、复合果蔬汁、果浆、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

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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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

第十一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

项目为准。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生产销售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

饮用水、果醋、果酱、罐头、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

香料；铁制包装品的加工销售；果渣的生物综合利

用；从事各种原浆果汁、果蔬汁、复合果蔬汁、果浆、

食用果蔬香精及食品用香料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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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

准）。

……

第三章 股份和注册资本 第三章 股份和注册资本

第十六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78,000,000 股， 股本结

构为：普通股 378,000,000 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270,536,000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 107,464,

000股。

第十六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78,000,000367,300,000

股，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78,000,000367,300,000 股，

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270,536,000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股东持有 107,464,00096,764,000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8,000,000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8,000,

000367,300,000元。

第七章 股票和股东名册 第七章 股票和股东名册

第四十五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内或者公司决

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不得进行因股份转

让而发生的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本条不适用于公

司按照本章程规定发行新股本时所发生的股东名

册的变更登记。

第四十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相关证券交易所或监管机构对

股东大会召开前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

前， 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期间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

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不得进行因股份转让而

发生的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本条不适用于公司按

照本章程规定发行新股本时所发生的股东名册的

变更登记。

第八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八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二节 股东大会 第二节 股东大会

第七十六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四

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

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

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第七十六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应当将会议召

开的时间、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足 20 个

工作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

开足 10 个工作日或 15 日（以较长者为准）前通知

各股东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

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法律、法规、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监督管理机

构或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十九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

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

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

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

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

可以召开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删除。 其后条款序号顺减。

第八十一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不论在股

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以邮资已付

的邮件送出，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

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

式进行。 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通函及有关档也可以在按照 《联交所上市规

则》 遵循有关程序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

下，用透过公司网站以及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的方

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

五十日的期间内，在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指定的一

家或者多家全国性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

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公司向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股东通

函及有关档，可以在按照《联交所上市规则》遵循

有关程序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下，向该股

东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有关档的英文本或中文

本。

第八十一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发布

或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

人送出或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收件人地址以股

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

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

股东，股东大会通知、股东通函及有关档也可以在

按照《联交所上市规则》遵循有关程序并根据股东

说明的意愿的情况下，用透过公司网站以及香港联

交所网站发布的方式进行。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可以公告方式进

行，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五十日的期

间内，在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

全国性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

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

会通知、股东通函及有关档文件，可以在按照《联交

所上市规则》 遵循有关程序在联交所的网站上发

布，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下，向该股东仅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有关档文件的英文本或中文

本。

第九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第九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第一百三十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

召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

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

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

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

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

会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

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有特别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一百二十九三十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

与召开该次类别股东会议一并拟召开的非类别股

东大会的书面通知期限相同。 会议通知应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

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

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

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

会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

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有特别规定的，从

其规定。

删除条款涉及序号顺减后，《公司章程》中其他引用前文条款序号的内容一并自动修改。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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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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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年 1月 29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国

函〔2019〕97 号）规定，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期限、股东提案权和召开程序的要求统一适用《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再适用《国务院关于股

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为了提高公司

决策效率，公司现拟根据《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结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证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现有条文

修订后条文

（修订以粗体及下划线的方式呈现）

第四章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四章股东大会的提案与通知

第十八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

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

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会议

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

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

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

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

开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

当日。

第十八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应当将会议召开

的时间、 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足 20 个工

作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于会议召开足

10 个工作日或 15 日（以较长者为准）前通知各股

东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以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

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

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

上的，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

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

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

开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括会议召开

当日。

第二十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 （不论在股东

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以邮资已付的

邮件送出， 收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

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

式进行。 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通函及有关档也可以在按照 《联交所上市规

则》 遵循有关程序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

下，用透过公司网站以及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的方

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

五十日的期间内，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

全国性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

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公司向境外上市外

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会通知、股东通函及有关文

件，可以在按照《联交所上市规则》遵循有关程序

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下，向该股东仅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及有关文件的英文本或中文本。

第二十条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通过公司网站发布或

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

送出或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收件人地址以股东

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

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行。 对于境外上市外资股股

东，股东大会通知、股东通函及有关档也可以在按

照《联交所上市规则》遵循有关程序并根据股东说

明的意愿的情况下，用透过公司网站以及香港联交

所网站发布的方式进行。

对内资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可以公告方式进

行，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四十五日至五

十日的期间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

全国性报刊上刊登。 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

东已收到有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公司向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发出的股东大

会通知、股东通函及有关文件，可以在按照《联交所

上市规则》 遵循有关程序在联交所的网站上发布，

并根据股东说明的意愿的情况下，向该股东仅发出

股东大会通知及有关文件的英文本或中文本。

第八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第八章 类别股东表决的特别程序

第七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于会议召

开四十五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

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

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

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

会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

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有特别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七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与召开该

次类别股东会议一并拟召开的非类别股东大会的

书面通知期限相同。 会议通知应于会议召开四十五

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

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

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将出席

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

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

会议；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五日内将会议拟审议

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

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上市规则有特别规定的，从

其规定。

除上述条款外，《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备查及上网附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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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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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 2020 年

10月 28日公告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预计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29,000.00万元 ~43,000.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区间为 0.6078元 / 股 ~0.

9013元 /股。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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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9,000.00万元–43,

000.00万元

盈利：11,000.00万元–16,

000.00万元

亏损：58,548.11 万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

118.79%--127.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

亏损：8,000.00 万元– 5,

000.00万元

亏损：61,777.96 万

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87.05%

-91.91%

营业收入 --

720,000.00 万 元 – 740,

000.00万元

748,621.21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

715,000.00 万 元 – 735,

000.00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6078 元 / 股 –

0.9013元 /股

盈利 ：0.2306 元 / 股 –

0.3354元 /股

亏 损 ：1.2205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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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的全球新冠疫情对公司现有业务造成较大不利影响，但受益于欧洲新能源汽车

的迅速发展及客户订单的释放，公司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业务放量增长，公司营业收入总

体保持稳定。

在疫情及国内汽车市场行业发展放缓等因素影响下， 公司汽车电气系统业务盈利水平

出现较大下滑；新能源汽车车载充电机业务实现批量交付，但受欧洲疫情影响，使得部分订

单延缓交付，同时因进一步加大项目研发及市场拓展投入，盈利情况未及预期；此外，2020 年

下半年大宗原材料持续上涨，使得公司营业成本有较大上升，短期内对公司盈利水平造成负

面影响，从而影响了公司 2020年整体业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公司 2020年年度具体财务

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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