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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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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０１月０４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关于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２０］第６１８号）。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作出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及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你公司披露《
关中介机构意见。 我部关注到，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回复意见称其出
具的 《
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并非用于勤上光电股权收购之目
的”。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意见存在与律师意见、你公司回复
内容不一致等情况。 请你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认真核查并补充说明以下事项：
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
问题一、你公司董事是否知悉你公司１２月１５日披露的《
限公司审计报告》并非用于本次收购？ 请你公司全体董事补充说明是否履行勤勉
尽责义务。
回 复 ： 在 推 进 Ａｉｄ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以下简称“
爱
Ｃａｙｍａ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
迪”）向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及债权事项（
以
下简称 “
爱迪项目”） 中，ＮＩ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委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上海澳展投资咨
２０２０）第２０３１３０号《
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以下简称“
《
审计报告》”）。 鉴于该《
审计报告》并未载明
“
并非用于勤上光电股权收购之目的”，且审计人员执行审计业务时，应当保持应
有的审计独立性，因此，公司董事对“
并非用于勤上光电股权收购之目的”一事并
不知情，且认为该《
审计报告》具有客观性，可用于本次爱迪项目，并将该《
审计报
告》作为爱迪项目审议资料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提交董事会审议。 鉴于中兴财光华
审计报告》“
并非
会计师事务所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出具的回复意见称其出具该 《
用于勤上光电股权收购之目的”，公司及时聘请了２０２０年度年审会计机构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并于２０２１
年０２月０７日出具了大华审字［
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２１］００１５２１号《
报告》；此外，公司还聘请了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０８日出具
了沪众评报字［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
２０２１］第００３６号《
的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综上，公司全体董事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严格遵循《
公司法》、《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
出让合同》
问题二、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意见称，“
约定，上海澳展持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不会因延期竣工而被土地出让人收回。 因
此，本次评估将土地使用权列入评估范围，并假设所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继
续使用，具有合理性。 ”该意见与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回复意见中“
上海澳展未按
《
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期限竣工，存在被有权机关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

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风险。 ”的结论不一致，请评估师重新论证其评估报告
基于“
所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继续使用”的评估假设是否成立。
评估师意见：
根据被评估单位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的 《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
以下简称“
《
出让合同》”）约定的相关建设项目应在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１１日之前竣工，且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至评估基准日，相关建设项目尚未
竣工。 根据《
出让合同》第三十五条的相关约定，被评估单位未能按照约定日期或
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奉贤区土地规划局支付相关
于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１％的违约金。 因此，根据《
出让合同》约定，被评估单
位持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不会因延期竣工而被土地出让人收回。
但是，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
十七条关于 “
土地使用者应当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
求，开发、利用、经营土地；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市、县
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纠正，并根据情节可以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
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的规定，被评估单位未按《
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
期限开发土地，存在被有权机关给予警告、罚款直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处罚
的风险。
经与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及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的访谈， 项目所在
地政府部门未提出收回土地使用权。 表示只要学校的投资方愿意尽快投入资金，
完成学校的竣工建设，尽快开学，政府部门还是愿意提供大力支持。 根据该项目
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显示， 该工程的建设规模是１１９，
１０７．２３平方米，包括教学楼、体育馆、宿舍楼等共计１６幢建筑物。 其主要施工单位
为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上海大儒建筑工料测量有限公司，该
项目自２０１５年１月开始开工建设，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停工。 至评估基准日，该项目已完
成了土建工程、门窗工程、外墙保温工程等。 其主要的土建工程的款项已于２０１９
年６月与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上海奉贤爱迪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土建
工程阶段性结算报告》进行结算。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也表示将按照政府
部门的要求，以最大的诚意，尽快完成学校的建设竣工，尽早开学。 在此前提下，
我们认为土地使用权被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故评估报告基于“
所评估资产现有用
途不变并继续使用”的评估假设是成立的。
我们本次评估是
问题三、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回复意见称，“
在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来不需支付违约金，或者即使需要支付违约金，
该违约金也是由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股东承担的前提下形成的评估结
论”，上述前提与你公司回复称“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拟签订的相关合同未明确上
述违约金的支付主体”的事实不符，请评估师重新论证其出具的《
上海澳展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评估报告》评估价值是否公允。
评估师意见：
根据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的访谈，政府部门表示十分重视该项目，只要学
校的投资方愿意尽快投入资金，完成学校的竣工建设，尽快开学，政府部门还是
愿意提供大力支持，其他问题由政府协调。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按
照土地管理部门的要求，尽快完成学校的建设竣工，尽早开学。 且东莞勤上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口头表示不会承担可能发生的赔偿违约金， 评估机构也提醒东莞

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该事项需要在本次股权收购的交易条款中明确约定。 因
此，我们的评估结论是在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未来不需支付违约金，或者
即使需要支付违约金， 该违约金也是由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股东承担
的评估假设前提下形成的评估结论。 如果未来由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承
担违约金，则评估报告的结论不成立。
问题四、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无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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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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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０３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关于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
中小板关注函［
２０２１］第８６号）。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
公司管理部作出了回复，现公告如下：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你公司披露《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你公司将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３５００万元至－１６００万元修正为３４００万元至５１００万
以下简称“
爱迪”）向
元。 此外，由于Ａｉｄｉ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ａｙｍａｎ）Ｌｉｍｉｔｅｄ（
你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及债权事项尚在推
进中，仍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你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亏损。 我部对上述事项高
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问题一、 爱迪向你公司转让上海澳展１００％股权及相关债权事项的进展情
况。
以下简称 “
上海澳
回复： 就爱迪向公司转让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
展”）１００％股权及相关债权事项（
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公司已与爱迪方拟定
《
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协议》及《
转让契据》
ＤＥＥＤ Ｏ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及其附件《
（
以下统称“
《
修订契据》”），公司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上海澳展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了《
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审计报
告》（
大华审字 ［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
２０２１］００１５２１号）、《
沪众评报字［
的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２０２１］
第００３６号）。
问题二、若爱迪向你公司转让上海澳展股权及债权事项未顺利推进，你公司
应收爱迪７．９亿元预付款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可能性， 相关应收账款是否存在重
大减值迹象，请你公司对上述事项做重大风险提示。
回复：截至本回函日，本次交易事项正在推进中，公司已聘请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澳展进行审计、评估并出具了《
上海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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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为宁波宝湾提供担保，本次担保后，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其担保余额为４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方桥街道方桥长河南路５号（
１１０室）
法定代表人：冯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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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２０，０００万元
经营范围：国际货运代理；国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
地租赁；自有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船舶代理；物流信息咨询；建筑劳务分包；电子
商务技术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物流信息技术研发；货物装卸服务；供应链管
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与本公司的关系：公司之子公司宝湾物流之子公司宝湾物流控股（
深圳）有
限公司持有其１００％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７，５８７．３８万元， 负债总额为５，
１３０．３８万元，净资产为２，４５７．０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１－１２月，公司营业收入为０万元，净
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利润为－１６９．７２万元。 （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为３７，４２９．０３万元， 负债总额为１７，
８６８．５０万元，净资产为１９，５６０．５３万元。 ２０２０年１－１２月，公司营业收入为０万元，净
利润为－１７６．４７万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波宝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保证最高额：人民币肆亿元整。
２．保证范围：最高主债权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
３．保证期间：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４．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累计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为１４７．５０亿元（
含本
次担保），占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１７５．３６％，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子
公司以及公司或子公司对参资公司发生的担保，主要系为宝湾物流、地产及产
城项目的经营及开发需求发生的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占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５．１１％。 无逾期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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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２，２７２，７４６，５９８．５１

１，９８９，５９３，１２３．１２

１４．２３％

营业利润

９１４，６４９，６４４．１３

７１８，６２１，９４８．５４

２７．２８％

利润总额

９１４，０８６，１４２．８７

７１２，３２２，５４７．７９

２８．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７７，１０５，７８２．５８

６０５，１４１，８７４．３３

２８．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９８

０．７７

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７４％

２２．６５％

２．０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３，９６９，４２４，２３１．７５

３，３６２，０３９，８１３．５４

１８．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３，４１１，４５９，９０５．４５

２，８７１，１６１，２９５．１７

１８．８２％

股本

７８９，３５７，２４１．００

７８９，３５７，２４１．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元）

４．３２

３．６４

１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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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天奈科技

１．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紧紧围
绕“
适应变化，主动改变，突破发展”的战略目标，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全面协同开展销售、生产、供应、项目发展、管理等核心业务工
作，保持了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为公司后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２２７，２７４．６６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４．２３％；
实现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９１，４６４．９６万
元、９１，４０８．６１万元、７７，７１０．５８万 元 ， 分 别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２７．２８％ 、２８．３２％ 、
２８．４２％。
２．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分别为３９６，
９４２．４２万元、３４１，１４５．９９万元，比年初分别增长１８．０７％、１８．８２％。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 根据相关规定未对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
露。
四、备查文件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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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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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内部审计报告；
３．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０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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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以下简称“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ＧＲＣ 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 Ｆｕｎｄ ＩＩＩ， Ｌ．Ｐ．（
ＧＲＣ
以下简称“
ＧＶＴ Ｆｕｎｄ”）合计持有
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及其一致行动人ＧＶＴ Ｆｕｎｄ， Ｌ．Ｐ．（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天奈科技”）２１，１９４，７８１股，占
公司总股本９．１５％。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Ａｓｓｅｔ Ｆｏｃ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持有公司股份１３，７８８，７８６股，占
公司总股本５．９５％。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公司披露了《
以 上 股 东 及 部 分 监 事 减 持 股 份 计 划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２０２０ －０４１），ＧＲＣ
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及其一致行动人ＧＶＴ Ｆｕｎｄ计划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
计不超过 ６，９５５，７４３ 股；Ａｓｓｅｔ Ｆｏｃ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计划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的方
式减持，合计不超过 ６，９５５，７４３ 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ＧＲＣ 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及其一致行动人ＧＶＴ Ｆｕｎｄ以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６，９５０，８７８股，减持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３％；Ａｓｓｅｔ
Ｆｏｃｕ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３，３９６，０６９股，减持股份约占
公司总股本的１．４６％，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身份

一、２０２０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３８６．２３％ 一 ４５５．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０．０３５８元／股 一 ０．０４０９元／股

证券代码：００２７５２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２，５４９，４８２，５０２．２５

８．８２％

１８，０３３，６９６．１５

３２，７９３，２６９．８２

－４５．０１％

利润总额

１６，９３０，５２４．２７

６０，１４４，０５１．５８

－７１．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６，７６４，４０１．８４

５３，４５５，６９５．２１

－６８．６４％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６４２

－６８．６９％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2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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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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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２．９４％ 下降２．０２个百分点

０．９２％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４，７５５，０５４，２７８．１１

４，７１１，３４４，６０７．４９

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１，８２２，５９７，２７５．６０

１，８３６，５９４，８７３．６８

－０．７６％

８３３，１８０，５１９．００

８３３，１８０，５１９．００

－

２．１８７５

２．２０４３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元／股）

盈利：０．００８６元／股

增减变动幅度

２，７７４，３０５，８９５．６５

盈利：７１９．８３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２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主要原因：
１、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下游客户的需求强劲，产品订单持续增加，使得公司的
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度提升。
２、充沛的订单，使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得到有效改善，降低了单位成本，提升
了公司毛利率，从而拉动业绩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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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上年同期

营业利润

上年同期

盈利：３，５００．００万元 一 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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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 至 ２０２１年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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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表：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３３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股东名称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３

增减变动幅度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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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
一）经营业绩说明
１、２０２０年上半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终端市场的客户消费需求动能
不足，客户的订单相对延后，单位固定成本对比去年同期相对偏高，使得公司毛
利率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在２０２０年中期报表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１，８０８．５３万元，使得公司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净利润相对同期大幅度减
少；以上两项原因，是公司２０２０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对比去年同期
出现下降的主要因素。
２、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原重要客户的订单基本上大幅度恢复，同时，新增加了
红牛维生素风味、元气森林和雀巢咖啡等重要客户的业务，公司第四季度的业绩
出现明显的回升； 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８．７２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５，００９万元。 由于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大幅度增长， 使得公司在２０２０年前三季度累计亏损２，５８９．５２
万元的情况下，实现全年盈利。
（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 ４７５，５０５．４３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０．９３％；营业收入为 ２７７，４３０．５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８．８２％％；上述增长的主
要原因系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客户增加所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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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２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

证券代码：６８８１１６

东莞勤上光电股
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大华审字 ［
２０２１］００１５２１号）、《
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上海澳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报告》（
沪众评报字［
２０２１］第００３６号），本次交易事项的推进有利于保障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将对公司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截至本回函日，由于本次交易事项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因此
本次交易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本次交易未能顺利推进，公司将通过法律诉讼采取
相关措施，以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另外，由于本次交易事项尚在推进中，仍存在
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业绩盈亏性质发生改变，进而导致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具体减值情况及最终影响数据以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三、根据业绩预告，你公司预计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 请结合你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资产负债状况、短
期偿债能力及各子公司经营情况等， 说明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不确定
性以及你公司为改善经营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如下：公司主营业务为教育培训业务、半导体照明
业务。 教育培训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龙文教育”）实施。 龙文教育是全国性教育培训机构，作为最早一批老牌培训机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在Ｋ１２领域排名前列，目前龙文教育在全国
构，其主要业务“
１８个城市有近三百个校区，尤其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市场覆盖较高。 近两年根据国
家对教培行业的政策要求，龙文教育加大了投入搭建ＯＭＯ平台，以“
家门口的１对
１”为品牌战略思想，同时展开内部架构调整，通过产品升级和新增特色服务构建
统一运营的线上业务平台，与原有的线下学习中心体系密切配合，服务不同需求
的老师和家长，最终形成线上线下融合的ＯＭＯ模式。
半导体照明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公司专注
ＬＥＤ照明应用二十余年，已在ＬＥＤ行业中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公司半导体照明业
务主要以ＬＥＤ智慧照明为发展方向，公司已中标待施工实施的项目有：科教大道
（
南山路至望鹏大道段）建设工程等７个项目智慧交通工程（
含普通照明）（
中标金
额３．１８亿元）、宁波鄞州城区ＥＭＣ项目等等。
公司截止到２０２０年９月３０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为４２．３亿元，流动
资产为２０亿元，负债总额为６．８３亿元，资产负债率为１６．１５％，流动比率为３．３４，速
动比率为２．８３，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
公司各子公司经营正常，经营团队稳定。 在教育培训业务板块，教育行业稳
定发展，不存在行业周期性，龙文教育在教育行业具备良好的品牌优势，持续创
新个性化教辅模式，教研体系完善；在半导体照明业务板块，公司对研发持续投
入，现行有效授权专利１７２项，其中发明专利５４项、实用新型专利６６项、外观设计
专利５２项。 公司各子公司具备良好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及管理层有信心、有能
力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问题四、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无。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０２月２６日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对外担保总额占２０１９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１７５．３６％，对资产负债率超过７０％的单位担保金额占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１１７．９４％，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占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５．１１％，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深圳市新南山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
以下简称“
宝湾物流”）与中国建设银行
司”）之子公司宝湾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宝湾物流为宁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镇海支行签署了《
波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波宝湾”）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镇海支行申请的肆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新增向下属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新增提供不超
过９０．４３亿元的担保额度，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７０％以上的下属控股公司新增
提供担保额度５７．６６亿元，向资产负债率低于７０％的下属控股公司新增提供担保
额度３２．７７亿元。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之内。 宁波宝湾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的资产负债率为４７．７４％，本次担保使用额度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证券简称：昇兴股份

B7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ＧＲＣ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ＧＶＴ
Ｆｕｎｄ

５％ 以 上 非 第 一
大股东

２１，１９４，７８１

９．１５％ ＩＰＯ前取得：２１，１９４，７８１股

ＡｓｓｅｔＦｏｃｕｓ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 以 上 非 第 一
大股东

１３，７８８，７８６

５．９５％ ＩＰＯ前取得：１３，７８８，７８６股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５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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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０４６，６６３，０３１．１１

６，８９０，７０２，３８３．１４

２．２６％

营业利润

２，４０１，９７４，９０８．０１

２，３４０，５７４，４３３．８３

２．６２％

利润总额

２，３７１，０４６，８８７．９４

２，３０７，３２７，７２９．２７

２．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８２，１５４，７４２．４１

１，７３３，４７９，２３０．９４

２．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５０６９

１．４５７４

３．４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６２％

１８．４２％

－０．８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１２，６１０，５２８，０５８．６３

１１，７５２，０２２，７３２．０６

７．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０，４４６，０６２，８７５．６３

９，７８２，６２２，５４０．６９

６．７８％

股本

１，１９２，２７５，０１６．００

１，１９２，２７５，０１６．００

０．００％

８．７６１５

８．２０５０

６．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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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经营业绩说明
急下滑、快恢复、趋稳定”的特征。 水泥产
２０２０年水泥行业经济运行表现为“
销量实现同比增长由负转正，２０２０年全年水泥产量达到２３．７７亿吨， 同比增长
先跌后扬”的“
１．６％，保持高位平台期。 水泥价格处于高位震荡，呈现出“
Ｖ”字型
走势，价位水平与２０１９年相当，行业实现营业收入９，９６０亿元，同比下降２．２％，实
现利润总额１，８３３亿元，同比下降２．１％，行业依旧保持了稳健发展态势。 （
数据来
源：数字水泥网、中国水泥协会）
２０２０年，公司实现水泥产量１，９５２．３２万吨，较上年同期上升了１．２４％；实现水

泥销量１，９２１．９５万吨， 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了０．８８％， 同时实现新增熟料销量
６０．１７万吨；实现营业收入７０．４７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２．２６％；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７．８２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２．８１％。
２０２０年，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水泥销售的影响，并得益于文福万吨
线项目二期顺利投产，公司实现了水泥和熟料产销量小幅增长；粤东市场水泥价
格自年初开始高开低走， 使得公司全年水泥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小幅下降了
０．１７％； 得益于煤炭价格下降等影响， 公司水泥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３．９５％， 成本下降大于售价下降使得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上升了２．２９个百分点。
受此叠加影响，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实现了小幅增长。
（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１２６．１１亿元，较年初增长７．３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１０４．４６亿元，较年初增长６．７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８．７６元，较年初增长６．７８％；上述指标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长。
受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低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增幅的影响，报告期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了０．８个百分
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之前，按照相关披露规定，公司未预计２０２０年度业绩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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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第一组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ＧＲＣ 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ＧＶＴ
Ｆｕｎｄ 均为国富绿景创投
管理的境外私募基金

ＧＲＣ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ＧＶＴ
Ｆｕｎｄ

２１，１９４，７８１

９．１５％

合计

２１，１９４，７８１

９．１５％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减持
量（
股） 比例

减持
减持期间
方式

减持价格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
区间
（
元）
情况
（
元／股）

集 中
竞 价
２０２０／１２／
４１．００
３％ ８ ～２０２１／１／ 交易、
５５．３４
大 宗
１５
交易

ＧＲＣＳｉｎｏＧｒｅｅｎ、
ＧＶＴ Ｆｕｎｄ

６，９５０，
８７８

ＡｓｓｅｔＦｏｃｕｓＬｉｍ－
ｉｔｅｄ

集 中
竞 价
２０２０／１２／
３，３９６，
４０．５０
１．４６％ １ ～２０２１／２／ 交易、
０６９
大 宗 ６２．３４
８
交易

－

－

当前持
股数量
（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３１１，２８６， 未 完 成 ： １４，２４３， ６．１４
６９１．１９ ４，８６５股
９０３
％

未完成：
１６８，７５２，
１０，３９２， ４．４８
３，５５９，
４７１
７１７
％
６７４股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
比例） □未达到 √已
达到
（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是 √否
江苏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８７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５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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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甘李药业”、“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１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３．３亿元人民币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
资产品（
包括协定性存款、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以增
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之内有效。
在上述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４）。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招商证券收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公司认购了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
益凭证－“
磐石”８４８期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以下简称“
‘
磐石’８４８期”），具体详
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２日披露的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
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２７）。 上述理财产品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到期赎回，并划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本次共计收回本金人民币３．３亿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５２８．４５万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赎回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认购金 理财币
额
种

招商证券
“
磐 石 ” 本金保
股份有限
３３，０００
障型
８４８期
公司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年 ９ ２０２１年２月
人民币 ２０２０
３３，０００
月１１日
２５日

实际年化
收益率
３．５％

实际
收益
５２８．４
５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１

银行理财产品

实际投入金额

合计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３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５２８．４５

３３，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５２８．４５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０
０
３３，０００

最近１２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６．０３

最近１２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０．４５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０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３３，０００

总理财额度

３３，０００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