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788� � �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1-011

H股代码：6178� � � � � �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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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已于2021年2月25日发行

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21光大证券CP002BC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2100037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簿记日期 2021年2月24日 申购倍数 4.0倍

起息日期 2021年2月25日 兑付日期 2021年5月27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5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77%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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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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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1日披露了公司

前股东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业文化” ）就其与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业祥投资” ）间的表决权争议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宁法

院” ）的诉讼事项。

上述事项请详见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2020-064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期公司收到业祥投资代理律师转发的长宁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0】 沪0105民初

19315号），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起诉。”

映业文化不服上述裁定，已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

“1、依法撤销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沪0105民初19315号的民事裁定；

2、指令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争议继续进行审理。”

目前尚未确定二审开庭日期。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有零星、小额经济纠纷等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诉讼为股东层面诉讼，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继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督促有关各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5民初19315号《民事裁定书》；

2、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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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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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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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188,152.32 785,239,502.08 -8.41%

营业利润 41,427,984.35 54,753,515.51 -24.34%

利润总额 43,564,656.30 56,488,619.50 -2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73,871.28 43,542,892.66 -41.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12 -4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3.90% 下降1.6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36,625,429.76 1,640,793,344.11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135,228,629.32 1,130,493,753.70 0.42%

股本 363,909,648 363,909,648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12 3.11 0.42%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19,188,152.32元、营业利润41,427,984.35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5,573,871.28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8.41%、24.34%、41.27%。公司2020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略有下降系因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和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双重影

响，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有所缩减。

2、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系因1）营业收入有所下降；2）信用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

27,148,290.52元。其中，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经营状况显著恶化客户所欠款项进行了单

项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共计影响当期利润总额25,312,393.94元，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2020

年8月8日、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2021-006）。

（二）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财务指标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1.27%，除上述影响因素外，本

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5,798,364.31元，继而减少相应数额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具

体事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的区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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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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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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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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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于2021年2月19

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21年2

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全体董事夏仲

昊先生、侯海兴先生、薛晓芳女士、王小潼先生、严建伟女士、于海生先生、张昆先生共7人亲

自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仲昊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表决，对会议唯一议案形成决议如下：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房地产项目开发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利建设” ），拟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申请人民币

1.2亿元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贷款期限为三年，贷款利率为7%，该笔贷款用于天津市空港

经济区汇津广场二期项目开发建设使用。百利建设以该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同时由公司为其本次项目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贷款及提供担保事项， 同时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尽快组织办理

上述贷款及担保事项相关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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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房地产

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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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房地产项目建设资金需要，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百利建设” ），拟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以下简称

“天津银行自贸区分行” ）申请人民币1.2亿元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贷款期限为三年，贷款

利率为7%，该笔贷款用于天津市空港经济区汇津广场二期项目开发建设使用。百利建设拟以

该项目土地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同时公司拟为其本次项目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间为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申请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无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市百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3年6月9日

3、注册资本：15,73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1号楼301

5、法定代表人：侯海兴

6、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物业经营；房屋建筑工程、管

道安装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7、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394.15 24,402.53

负债总额 4,519.77 6,615.28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4,519.77 6,615.28

净资产 17,874.38 17,787.25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前三季度（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82.51 1,044.62

营业利润 -81.28 -119.84

利润总额 -81.28 -116.12

净利润 -61.73 -87.14

9、被担保方百利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天津银行自贸区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百利建设向该行申请人民币1.2亿元

的三年期房地产项目开发贷款提供担保。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借款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包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和

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保证期间：借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用于支持子公司项目开发，有利于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担保对象百利建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

围内，为该公司提供担保风险较小。本次公司对百利建设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91,877.45万元（其中：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61,877.4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31%。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单位提供的担保额度为3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6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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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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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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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2月2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278,605,90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59,637,569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2,919,54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9.6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5,686,3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1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278,605,1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636,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99.998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

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13%。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278,605,1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9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9,636,7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99.998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

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13%。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4,958,3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6908%；反对3,646,7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3089%；弃权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55,990,0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的93.8838%； 反对3,646,76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149%；弃权78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1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

合法有效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

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600900� � � �股票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2021-013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事项

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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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中

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

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和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分红透明度，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就公司2020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

《公司章程》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公司每年现金分红原则上不低于母公司当年实现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五十。对2016年至2020年每年度的利润分配按每股不低于0.65元进行现

金分红；对2021年至2025年每年度的利润分配按不低于当年实现净利润的70%进行现金分红。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做出决议后，董事

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60日内完成股利派发事项。

本次征求意见于即日起至3月10日中午12时结束。公司股东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将

征集意见表（附后）反馈给公司。

电子邮箱：cypc@cypc.com.cn

传真号码：010-58688898

附件：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征集意见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征集意见表

股东信息

证券账户名称 证件号码

持股数量 联系方式

利润分配意见

说明：请股东完整填写表中每项信息。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21-012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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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拟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

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 36个月内实施前述用途，未使用部分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本次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6.6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个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19日、1月23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和《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07）。

二、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回购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

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2月26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

973,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367%，最高成交价格为5.14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5.04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10,028,302.2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首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回购细则》第

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1年2月26日）前五个交易日（2021年19日、2月22日、

2月23日、2月24日、2月25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69,557,155股。公司2021年2月26日首次回

购股份数量1,973,300股， 未超过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

成交量的25%（即42,389,288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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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1-009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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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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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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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7,370,315,094.55 9,104,342,088.84 -19.05%

营业利润 -300,827,119.31 127,761,119.07 -335.46%

利润总额 -332,965,912.34 108,335,207.73 -40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4,022,883.91 131,317,345.69 -384.82%

基本每股收益 -0.41 0.14 -39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9% 5.72% -22.81%

2020年末 2019年末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8,541,141,292.34 8,698,330,754.03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96,489,145.52 2,381,370,325.00 -16.16%

股 本 917,212,180.00 917,212,18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8 2.60 -16.16%

注：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70,315,094.55元，比上年下降19.05%；营业利润-300,827,

119.31元，比上年下降335.46%；利润总额-332,965,912.34元，比上年下降407.3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4,022,883.91元，比上年下降384.82%。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影响，

强化成本费用控制，经营性利润有所提升；公司坚持聚焦制冷主业，本报告期内处置了非核心

资产及业务：出售江苏大通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含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股权）及相

关债权产生了损失， 清算处置传感业务以及转让莱阳盾安供热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预计产生的

亏损导致当期利润亏损。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8,541,141,292.34元，较2019年度期末减少1.8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996,489,145.52元，较2019年度期末减少16.1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亏

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7）中预计2020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45,000万元–-36,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7,402.29万元，在前次业绩预告预计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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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73� �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32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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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954.45 87,219.74 -18.65

营业利润 -22,854.40 -106,460.72 78.53

利润总额 -27,283.66 -115,042.79 7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01.24 -114,999.38 73.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7 -2.53 73.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3% -37.78% 37.65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67,296.77 296,803.93 -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6,240.12 246,902.68 -12.42

股 本 45,485.64 45,485.6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75 5.43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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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1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了1.63亿元。营业收入变化较大

的主要原因在于，2020年上半年，公司下属医院受新冠疫情突发情况影响，营业收入与2019年

上半年相比减少了1.71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29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8.3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2.73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8.78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亿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减亏8.43亿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变化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本报告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1.27亿元）与去年同期

商誉减值准备（8.91亿元）相比，大幅减少了7.64亿元；同时，本报告期的坏账损失（0.01亿

元）与上年同期（0.58亿元）相比，大幅减少了0.57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1月2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年度业绩预告，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

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

果为准，公司将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经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21-005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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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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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59,868,288.66 3,599,966,583.00 23.89%

营业利润 463,749,823.06 181,736,115.91 155.18%

利润总额 470,613,123.91 180,554,517.99 1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500,115.94 164,886,342.12 14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39 0.1951 14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8% 7.05% 增加8.7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414,317,468.83 3,892,103,180.85 1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01,769,412.21 2,391,338,636.04 12.98%

股本 845,051,931.00 528,157,457.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0 4.53 -29.36%

注：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45,986.83万元，实现营业利润46,374.98万元，实现净利润

40,050.01万元，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23.89%，上升155.18%，上升142.89%。

报告期内，虽然受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但随着疫情稳定后，公司主营业务汽车材料

等产品销售情况恢复良性增长；且上游化工原材料价格水平相对较低，对公司利润情况产生

积极影响。另经评估机构的初步评估，公司预计2020年度对美国威尔曼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预计商誉减值金额为3,500万元（具体数据以公司年报审计结果为准）。

2020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总额441,431.75万元，较期初增加13.4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0,176.94万元，较期初增加1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3.20元，较期初下降29.36%，主要系本年度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20年10月30日披露的《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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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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