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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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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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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300.37 38,393.94 4.97

营业利润 10,671.72 7,104.93 50.20

利润总额 10,824.46 7,098.76 52.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240.29 6,078.94 35.5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03.71 6,090.98 -3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99 1.091 19.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46 10.720 -11.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4,378.28 73,135.42 97.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4,016.27 59,765.45 107.50

股 本 7,427.45 5,570.59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16.70 10.73 55.6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上年同期财务数据经过重述的，应同

时披露重述后的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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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00.37万元，同比增长4.97%；营业利润10,671.72万元，同

比增长50.2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240.29万元，同比增长35.55%；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203.71万元，同比下降30.9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44,378.28万元， 同比增长97.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24,016.27万元， 同比增长

107.50%。

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订单签署延后，对报告期收入有一定影响。下半年随着国内疫情

形势好转，订单量逐步扩大。报告期，公司一方面加大业务拓展力度、一方面加大研发力量，

从多维度加快公司发展：

一、维护与现有客户的良好合作，保障原有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加强与现有客户沟通，深

挖客户对数字化业务的新需求，加大对商业领域数据类产品推广力度；

二、继续推进在农业、环保、政务等新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其中2020年公司在农业领域的

拓展已有初步成效；

三、随着国家各行业数字化的发展，公司在商业、农业、环保、政务等领域数字产品研发

的投入也不断加大，旨在为公司未来业务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0.20%，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2.4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5.55%，主要原因系公司收购北京信唐普华科技有限公司22%股权时，由

参股变为控股在合并报表层面产生的投资收益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0.98%，一方面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公司订单签署延后给当年收

入带来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公司加大产品研发投入和业务拓展力度，导致费用较上年有所增

加。

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97.41%，股本较期初增长33.3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期

初增长107.5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55.6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公司完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了股本及资本公积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

确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慧辰资道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2021-010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及继续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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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6日披露了 《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码：2020-06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在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未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480,403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4%）。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一、股东减持情况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8月6日披露了《关于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公告编码：2020-061）， 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资管” ）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0,028,413股。其中，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根据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司于2020年11月2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相关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此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湖南资管未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股东未来减持计划

公司于2021年2月25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湖南资管出具的 《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的告知函》，湖南资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

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具体计划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湖南资管持有本公司股份22,506,200股（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比例为6.68%，为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计划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要。

（2）拟减持股份来源：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获得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拟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3,480,40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5）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认。

（6）减持期间：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之后的6个月内进行；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

后的6个月内进行（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2、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背湖南资管此前做出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湖南资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具体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

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湖南资管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其正常减持行为，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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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本次计划减持股东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关于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并拟继续减持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78� � � �证券简称：奥来德 公告编号：2021-007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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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0年年度定期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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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35,702.06 300,664,702.66 -5.70%

营业利润 75,143,652.82 123,965,470.47 -39.38%

利润总额 78,020,024.07 123,840,975.55 -37.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1,273,244.83 108,668,488.09 -34.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395,689.63 88,938,945.40 -39.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694 2.1093 -4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8% 32.35% -73.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24,834,840.34 824,999,713.35 145.4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82,663,561.35 451,151,916.15 250.81%

股 本 73,136,700.00 54,852,5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21.6398 8.2248 163.1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报告期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0年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8,353.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0%；营业利润7,514.37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38%；利润总额7,802.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7,127.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5,339.5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9.96%；基本每股收益1.169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56%。

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有机发光材料新产品市场导入延迟同时老产品销售价格

下降；另外因公司研发投入同比增加1,568.00万元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等

指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

（二）变动幅度达30%以上指标的说明

1、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9.38%，主要原因系营业成本和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7%，主要原因系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4.41%，主要原因系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39.96%，主要原因

系本期净利润下降所致。

5、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44.56%，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

和股本增加所致。

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73.78%，主要原因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下降和新股发行增加所有者权益所致。

7、总资产较期初增长145.43%，主要原因系新股发行和本期盈利所致。

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250.81%， 主要原因系新股发行和本期盈利所

致。

9、股本较期初增长33.33%，主要原因系新股发行所致。

1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163.10%，主要原因系新股发行和本期

盈利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中所载的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证券简称：中光学 公告编号：2021-006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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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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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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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2,969,078.73 2,552,362,826.97 30.58%

营业利润 146,000,218.35 102,106,895.23 42.99%

利润总额 145,659,901.75 101,927,684.62 4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048,279.98 98,157,661.51 49.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0.38 4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6% 8.04% 2.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475,949,699.86 3,167,721,503.79 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84,357,701.81 1,356,436,013.92 9.43%

股 本 262,525,166.00 262,568,166.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65 5.17 9.2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3,296.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58%；实现营业利润14,

600.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9%；实现利润总额14,565.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1%；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04.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81%；基本每股收益为0.5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3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0.36%，较上年同期增长2.32%。

2020年公司克服疫情影响，把握市场机遇，积极开拓市场，加强研发投入，适时调整产品结

构和客户结构，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经营态势持续向好；同时本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等非

经常性损益较2019年度增加较多。以上主营业务及非经常性损益的共同影响，带动公司规模效

益稳步提升。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47,594.97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9.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148,435.77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9.43%；股本为26,252.52万股，较报告期初下降

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65元，较报告期初增长9.2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区间内（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发布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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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光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16� � �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1-00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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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请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

年度报告中所披露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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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52,334.82 333,732,539.52 40.91

营业利润 249,934,739.16 164,266,488.96 52.15

利润总额 249,553,222.55 164,336,401.90 51.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4,612,907.37 141,755,858.84 51.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931,554.20 121,324,465.82 57.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2.98 2.31 2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6% 24.67% 减少6.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76,065,972.40 1,155,709,088.48 19.0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233,972,172.12 1,065,969,981.16 15.76

股本（股） 71,978,147 71,978,147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17.14 14.81 15.7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0年年度

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0,252,334.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9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4,612,907.3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40%。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

376,065,972.40元，较期初增长19.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233,972,172.12元，较期初增

长15.76%。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一季度医疗机构的手术开展受到较大限制，自二季

度开始国内疫情逐步好转，医疗机构运转亦逐步恢复如常，公司业务亦逐步恢复，报告期内

公司整体业务持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公司2017下半年上市的Castor分支型主动脉覆膜

支架及输送系统在报告期内持续保持快速增长；Minos腹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送系统、

Reewarm� PTX药物球囊扩张导管自上市以来，亦逐步推进招标入院进程，报告期内贡献收入

增量。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情况说明

1、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产品销量

增加导致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

大，主营业务保持较快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的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可能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请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04� � �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2021-017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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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819,392.98 721,039.52 13.64%

营业利润（万元） 14,536.13 9,387.80 54.84%

利润总额（万元） 10,893.30 5,096.70 11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054.26 4,962.73 2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0.0257 2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0.74% 上升0.1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万元） 1,728,108.71 1,677,573.06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666,670.45 666,512.98 0.02%

股 本（股） 1,931,370,032 1,931,370,03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3.4518 3.451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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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020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市场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公司上下紧紧围

绕年度经营计划，持续改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有效夯实经营运行基础、积极推进技术创

新和改革调整进度，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9,392.98万元，同

比增长13.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54.26万元，同比增长21.99%；基本每股

收益为0.0313元/股。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728,108.71万元，较年初增长3.0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66,670.45万元，较年初增长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3.4518元/股，较年初增长0.02%。

2.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增长54.8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13.73%，主要原因为：2020

年度，受风电核心零部件销售量增加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加；加之公司下属全资子公

司收到与DURO� FELGUERA� AUSTRALIA� PTY� LTD的国际仲裁案件中请求的部分货款，

国家实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社保费减征政策，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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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公告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

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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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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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68� � � �证券简称：热景生物 公告编号：2021-007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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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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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0,867.85 21,041.23 141.75

营业利润 12,790.12 3,737.24 242.23

利润总额 12,688.12 3,786.00 235.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153.93 3,387.78 229.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043.06 2,691.73 310.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9 0.67 167.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1 10.38 增加5.5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0,168.75 72,567.46 24.2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4,196.26 64,515.73 15.00

股 本 6,219.63 6,219.63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11.93 10.37 15.0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0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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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867.85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1.75%； 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1,153.9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9.24%；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043.06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10.26%。

2020年度公司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公司迅速行动，快速研

发了多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 并在年中国内疫情实现阶段性控制之

后，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领域持续研发，先后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检测试

剂盒、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中和抗体检测试剂盒、SARS-CoV-2�和 Flu� A/B�抗原联

合快速检测试剂盒， 等不同检测指标、 不同检测方法学的多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 并在

2020年下半年重点推动了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等产品的市场化推广， 在第四季度国

外疫情持续加重的情况下，外贸订单激增，促使公司2020年度整体经营业绩呈现较大幅度的增

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主要原因是2020�年第四季度

国外疫情持续加重的情况下，外贸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订单激增所致。

2.2020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167.16%，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数

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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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1-012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址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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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发展需要，对公司网址进行

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公司网址：http://www.cjrfjx.com

变更后公司网址：http://cjjkcy.com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35� � � � � � � � � �证券简称：长江健康 公告编号：2021-011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长江润

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润发集团” ）的通知，获悉长江润发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手续，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用

途

长江润发集

团有限公司

是 6,300

2020年01

月07日

2021年02

月25日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分行

13.39% 5.1% 否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是否为

限售股

质押用

途

长江润发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6,300

2020年

02月25

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

分行

13.39% 5.1% 否 否

补充流

动资金

2、本次质押的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长江润

发集团

有限公

司

47,066.74

38.

08%

26,

638.33

32,

938.33

69.

98%

26.

65%

0 0 0 0

四、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长江润发集团股份质押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因此不能确定未来半年内及一年内

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及对应融资余额。长江润发集团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具备必要的资金偿付能力。

3、长江润发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长江润发集团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变更。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长江润发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