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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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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659,592.58 600,896,507.81 4.12%

营业利润

76,876,271.26 47,422,377.99 62.11%

利润总额

79,168,963.88 47,473,419.66 6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18,664.85 38,054,797.15 6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4% 5.46% 3.08%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04,642,232.02 957,436,866.25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6,961,730.11 686,862,294.45 10.21%

股本

459,352,513.00 459,352,51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67 1.52 9.8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5,659,592.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2%；实现营业利润76,

876,271.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11%；利润总额79,168,963.8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7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618,664.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92%；基本每股收益0.13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62.50%。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

等较上期增长较大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开展各项工作，

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同时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以及来自于参股公司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有所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04,642,232.02元，比期初增长4.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56,961,730.11元，比期初增长10.21%，主要是本年度公司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517.95万元至6,659.59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20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61.87万元，与公司在《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披露的2020年度

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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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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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之补充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 （210062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公司已会同中介机

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 并按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

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2月20日披露的《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与中介机构对补充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

回复，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回复内容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补充）〉》。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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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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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新增议案表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2月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14)。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2月26日9:15-15:00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罗星街道阳光东路185号善商大厦A栋10楼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时杰先生主持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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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无股东参加现场会议投票。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64,779,74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144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766,7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1.6294％。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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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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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议案2�《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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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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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议案3�《关于2020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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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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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议案4�《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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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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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议案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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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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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议案6�《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4,638,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1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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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5,4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4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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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43％。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2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全文于

2021年2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徐静和潘远彬出具了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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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高管谢海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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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董事吴利亚女士持有股份2,812,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3%），计划在2021年

3月22日至2021年9月21日期间（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703,12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6%）。

公司高管谢海静女士持有股份2,261,66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9%），计划在2021年

3月22日至2021年9月21日期间（窗口期不得减持）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565,41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5%）。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所持公司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吴利亚 董事

2,812,500 0.23%

谢海静 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

2,261,664 0.1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3、减持期间：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2021年3月22日至2021年9月

21日止（窗口期不得减持）。

4、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姓名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

吴利亚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

703,125 0.06%

谢海静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股份

565,416 0.05%

合计

1,268,541 0.11%

注：若本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

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吴利亚女士、谢海静女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

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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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吴利亚女士、谢海静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

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吴利亚女士、谢海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本

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吴利亚女士、谢海静女士签署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54� �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21-003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减持股份

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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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

董事、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吴跃现女士(现兼任副总经理)、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谢海静女士、 原副总经理张袖元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和2020年8月4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截至2021年2月25日，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已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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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股

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张袖元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已于2020年11月20日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和2020年11月24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根据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出具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 截至2021

年2月25日，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张袖元先生减持前后持股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2020年11月24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有股份情况未发生变化。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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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止本公告日，吴跃现女士、谢

海静女士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吴跃现女士、 谢海静女士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

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吴跃现女士、谢海静女士签署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40� � � �证券简称：昂利康 公告编号：2021-019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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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647,101.26 1,396,193,906.33 -7.63%

营业利润

212,055,978.49 155,103,090.28 36.72%

利润总额

211,120,301.53 153,690,054.76 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129,967.14 112,269,989.60 46.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1 1.25 4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9% 12.06% 4.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926,633,970.41 1,384,985,439.21 3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05,587,341.98 965,125,415.82 35.28%

股本

95,946,819 90,000,000 6.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61 10.72 26.9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89,647,101.26元，同比下降7.63%，主要原因系：①报

告期内，虽然公司头孢拉定和头孢氨苄业务已于2020年9月起陆续复产，但头孢原料药的产销

量和营业收入仍低于上年同期；②报告期内，公司合作制剂产品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12,055,978.49元，同比增长36.72%；实现利润总额211,120,

301.53元， 同比增长37.3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4,129,967.14元， 同比增长

46.19%。主要原因系：①报告期内，公司高毛利的自有制剂产品苯磺酸左氨氯地平片业务收入

稳步增长；②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政府补助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926,633,970.41元，比年初增长39.1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05,587,341.98元，比年初增长35.2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1年1月2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载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4），预计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279万元~19,086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5%~70%， 本次2020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413万元，

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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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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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提供增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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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增信主体： 电建租赁-天弘创新第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以下简称 “专项计

划” ）。

●增信方式：（1）差额补足：专项计划发行总规模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公司须对专项

计划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其应付相关税金和费用以及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应付

本金之和之间的差额部分予以补足；（2）流动性支持：于专项计划回售行权日前，如计划管

理人从登记托管机构获取的已进行回售登记并确认完成回售的资产支持证券份额少于对应

的回售登记期内申请回售并经确认的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且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未

按约定购买的，该等差额部分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由公司购买。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概述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2月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及增信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同意公司根据产品架构和发行需要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增加163亿元人民币增信额度，

即为在不超过163亿元人民币的总额度内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人出具《差额补足承诺

函》，按照《差额补足承诺函》的约定为发行产品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应付相关税

金和费用以及优先级产品预期收益和应付本金之和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授权公

司董事会并进一步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处理相关增信事宜（届时无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

相关授权事宜）。公司董事长于2021年2月1日作出决定，同意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作

为原始权益人将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享有的租金请求权和其他权利及其附属担保权

益作为基础资产转让予计划管理人（代表专项计划），并为专项计划提供差额补足及流动性

支持，差额补足和流动性支持的具体内容以公司向专项计划管理人出具的增信承诺函为准。

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电建租赁-天弘创新第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

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1〕309号）之后，电建租赁-天弘创新第3期

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优先A1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到期日为2022年1

月26日，优先A2级资产支持证券的预期到期日为2033年1月26日，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不设固

定期限、于专项计划终止日终止，实际发行总额为10.2亿元人民币，其中，优先A1级资产支持

证券发行总额为1.47亿元人民币、优先A2级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8.27亿元人民币、次级

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为0.46亿元人民币。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专项计划的全称为“电建租赁-天弘创新第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计划管理人为天弘

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始权益人为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基础资产为原始权益人

依据融资租赁合同对承租人享有的租金请求权和其他权利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发行总规模

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实际发行规模为10.2亿元人民币，期限不超过12年，发行利率根据发行

时的市场环境确定，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且不超过二百人，增信方式为资产支持证券优

先级及次级分层、 公司向计划管理人出具增信承诺函并承担补足和流动性支持义务及其他

必要的增信措施。

三、增信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天弘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电建租赁-天弘创新第

3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增信承诺函二》，其主要内容如下：

1）差额补足：公司为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不足以支付专项计划税金、费用以及优先级资产

支持证券预期收益和本金之和之间的差额部分承担补足义务。

2）流动性支持：公司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回售提供流动性支持，即于回售行权日前，如计

划管理人从登记托管机构获取的已进行回售登记并确认完成回售（即发生交易）的资产支

持证券份额少于对应的回售登记期内申请回售并经确认的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则计划管理

人将上述情况书面通知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 该等差额部分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由

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购买，如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未按约定购买的，则该等差

额部分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由公司购买。

3）差额支付承诺期间：该承诺函自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正式签署并加盖公章

且该专项计划设立日起生效， 直至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所有预期收益和应付本金清偿完

毕。若计划管理人宣告专项计划设立失败，则自动终止且自始不产生效力。

四、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意见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及2021年2月1日作出的董事长决定，中国电

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设立专项计划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进行融资能够盘活存量资产、 拓宽

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依据融资租赁合

同对承租人享有的租金请求权和其他权利及其附属担保权益作为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收益

稳定、整体风险较低，公司实际承担差额补足的可能性较小；此外，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

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提供相关增信措施能够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中国电建集团租赁有限公司发行

的专项计划提供差额补足和流动性支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本部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非关联第三方的担保 余额为

111,894.1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4%； 公司本部及下属

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8,082,232.09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净资产的75.16%；不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董事长决定。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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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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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60,248,256.49 3,646,683,905.76 -10.60%

营业利润

759,330,830.08 602,063,111.72 26.12%

利润总额

752,985,785.98 603,413,981.73 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3,477,671.92 520,396,181.46 25.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81 0.729 3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9% 14.41%

增长

2.9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692,568,263.82 5,625,088,046.03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18,120,343.98 3,696,079,802.35 6.01%

股 本

705,507,776.00 724,872,000.00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5 5.10 8.82%

注：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60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60%，其中成品药收入

19.64亿元、同比下降10.37%；原料药收入8.01亿元，同比下降14.63%；医疗器械收入4.50亿元，同

比下降5.13%。主要是受药品集采影响，公司相关制剂产品及原料药产品价格有明显下降,但公

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推进核心产品规划实施，重点产品销售数量、市场份额明显提升，业务结

构更加合理；另外受新冠疫情影响,�医疗器械国际ODM业务部分订单推延或取消，销售收入

同比略有下降,公司重点加大国内ODM业务、标准品业务拓展力度，2020年下半年起，已逐步恢

复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7.59亿

元、7.53亿元和6.53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26.12%、24.79%和25.57%。主要是对外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收益和理财收益大幅增长，2020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约2.1亿，同比增长约11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4.4亿，同比增长约5%，营业总收入下降同时实现

了盈利增长，主要是公司通过体制和机制改革、研发创新、产品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通过精益

生产管理、提质增效、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实现了较好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财务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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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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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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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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亿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411.11 350.82 17.19

营业利润

165.00 152.90 7.91

利润总额

164.55 152.19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50 137.15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92 137.45 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2.43 2.41 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4.90 17.10

下降

2.2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6,267.46 13,177.17 2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84.80 1,003.09 1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36.70 854.99 21.25

普通股总股本

60.08 56.28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19.72 17.82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17.26 15.19 13.63

不良贷款率（

%

）

0.79 0.78

上升

0.01

个百分点

注：1、本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扣除优先股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除以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计

算。公司于2020年11月9日和11月16日分别完成了优先股（宁行优02）第二期股息和优先股

（宁行优01）第五期股息的发放，合计金额人民币7.531亿元。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完成了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379,686,758股。在计算本业绩快报披露的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时，公司考虑了已发放的优先股股息和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积极适应经营环境变化，各项业务推进顺利，可持续发

展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16,267.46亿元，比年初增长23.45%；各项存款9,

251.74亿元，比年初增长19.92%；各项贷款6,877.15亿元，比年初增长29.98%；公司2020年度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0.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73%；基本每股收益2.43元，比

上年同期提高0.0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26元，比年初增长13.63%；

不良贷款率0.79%，拨备覆盖率505.48%，拨贷比4.01%。

三、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华裕先生、行长罗孟波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灵君先

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孙洪波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审计部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