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790� � � �证券简称：瑞尔特 公告编号：2021-007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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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16日召开2020年

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办理完成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从41,847.3万股减少至41,832.9万股，公司注册资本从418,473,000.00元

减少至418,329,000.00元。

近日，公司依法完成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和《章程修正案》备案，并取得厦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变更登记事项：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肆亿壹仟捌佰肆拾柒万叁仟元整 肆亿壹仟捌佰叁拾贰万玖仟元整

二、本次变更登记后换发新《营业执照》的主要内容：

1、名称：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054071347

3、注册资本：肆亿壹仟捌佰叁拾贰万玖仟元整

4、类型：法人商事主体【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成立日期：1999年04月19日

6、法定代表人：罗远良

7、营业期限：长期

8、住所：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卫生洁具制造；卫生洁具研发；卫生洁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

料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制造；卫生陶瓷制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工业自动

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零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陶瓷

制品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

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阀门和旋塞研发；阀门和旋塞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加工制造；地板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水资源专用机械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家用

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音响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零配

件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照明器具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贸易经纪；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 消毒器械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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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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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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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科技或“公司” ），于2020年11月7日在巨潮资讯

网披露《关于董事、监事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监事高爱生

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

355,791股，占公司股本的0.0347%。

2021年2月25日， 公司收到高爱生先生发来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告知

函》，高爱生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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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2月25日，本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减持所持公司16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64%），具体明细如下：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上限

（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实际减持

股数（股）

减持股份占

总股本比例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计划实

施进展

高爱生 355,791 集中竞价

2020年11月13日 48,800 0.0048% 6.87

减持

时间过半

2020年11月16日 40,000 0.0039% 7.08

2020年11月23日 20,000 0.0019% 7.2

2020年11月24日 60,000 0.0058% 7.35

合计 168,800 0.0164%

二、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高爱生先生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限售股份 1,097,374 0.107% 963,274 0.094%

无限售股份 355,791 0.035% 321,091 0.031%

合计 1,453,165 0.142% 1,284,365 0.125%

注：上述数值保留3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进展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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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高爱生先生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高爱生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

法规等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

重大变化。

三、备查文件

1、高爱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67� � � �证券简称：鞍重股份 公告编号：2021一018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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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0,153,380.58 222,151,305.73 30.61%

营业利润 1,171,049.80 17,753,259.92 -93.40%

利润总额 -5,204,484.15 12,105,524.87 -14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1,489.66 10,952,154.90 -53.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1.42% 下降0.7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07,550,455.51 924,419,467.18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79,580,261.24 774,992,695.30 0.59%

股本 231,132,000.00 231,132,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37 3.35 0.60%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29,015.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61%；营业利润117.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3.40%；利润总额-520.4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2.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05.1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3.88%。主要系①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公司主营产

品市场需求低迷，新增订单减少，振动筛、PC生产线等产品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4.35%；②本

期参股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559.19万元。③公

司在2020年末对存货及固定资产进了测算，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895.34万元。④

报告期根据律师事务所提供的诉讼进展情况计提相关费用同比增加202.64万元。

公司结合疫情及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多措并举开源节流，但业绩较去年同期仍

有下降。

2、截至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90,755.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77,958.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59%；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稳健,财务状

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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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0万元 至 60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5.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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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2020年审计工作报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90� � � �证券简称：美亚光电 公告编号：2021-003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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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合肥美亚光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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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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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913,427.41 1,500,778,300.42 -0.12%

营业利润 512,758,899.91 629,513,725.63 -18.55%

利润总额 508,737,697.20 630,276,519.79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1,212,591.07 544,557,807.16 -1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527 0.8056 -1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7% 23.61% -4.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36,957,966.80 2,768,971,041.00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85,994,071.69 2,383,518,284.46 -4.09%

股本 676,000,000.00 67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8 3.53 -4.25%

注：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新冠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面对严峻的形势，公司采取了积极的

经营策略，努力降低疫情的负面冲击。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9亿元，与2019年度基本持平，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的

稳定性和经营发展的可持续性。

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1亿元， 较上年出现一定幅度的下

滑，主要系汇兑损失、政府补助和投资收益减少、人员费用增加等因素所致。

随着国内疫情好转，公司已逐步恢复生产经营秩序。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公司已实现较

好的恢复性增长。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状况将进一步好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20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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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64� � �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1-016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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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陕西盘龙药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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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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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058,864.49 610,636,793.21 9.73

营业利润 90,465,196.27 86,354,733.14 4.76

利润总额 90,594,768.77 83,550,644.07 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6,155,385.67 71,778,896.72 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8 0.83 6.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5% 11.17% -0.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65,640,932.82 928,877,916.40 2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717,817,343.17 674,709,479.48 6.39

股本 86,670,000.00 86,67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8.28 7.78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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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005.8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73%； 实现营业利润9,

04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615.54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6.10%，公司业绩稳步增长，无重大变化。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16,564.09万元，较年初增长25.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71,781.73万元，较年初增长6.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28元，较

年初增长6.43%，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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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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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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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到期赎回及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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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本次理财赎回金额：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4500万元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45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

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委托理财期限：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5215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4500万元理财产品自2021年2月25日至2021年5月27日

●赎回理财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购买理财履行的审议程序：已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1年1月25日，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500万元，购买了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521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理

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期赎回及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该理财产品于2021年2月25日到期，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

已收回本金人民币4500万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110625.00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差异。上述理

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并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主

营业务发展、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以下简称“公司” 或“佳力图”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30,

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328.40万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已由主承销商于2020年8月5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

出具了天衡验字（2020）00088号《验资报告》。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楷德悠云， 为推进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公司于2020年9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并提供借款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楷德悠云” 或“控股子公司” ）增资6,509万元，增资价格为1元/注册资本。

同时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向楷德悠云提供借款，借款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2,819.4万

元，借款年利率为6%，专项用于“南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募集资金项目实施。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0.00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0%，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额 累计投资金额 投入进度

1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中心项目（一期） 29,328.40 0.00 0.00

合计 29,328.40 0.00 0.00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4500万元， 购买了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21JG521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受托方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金额（万元） 45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3%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33.75

存单期限 2021年2月25日至2021年5月27日

利率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结构化安排 不适用

参考年化收益率 不适用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及子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

2、公司及子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

及子公司将与相关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4、公司及子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三、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购买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

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如下：

（1）合同签署日期：2021年2月25日

（2）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

属)

（3）产品代码：1201209014

（4）存款期限：90天

（5）利率类型：保本浮动收益

（6）收益起计日：2021年02月26日

（7）到期日：2021年05月27日

（8）收益支付日：2021年05月27日

（9）产品预期收益率（年）：本产品保底利率1.15%，浮动利率为0%或1.85%或1.80%。

（10） 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预期收益=产品本金×（保底利率+浮动利率）×计息天数÷

360，以单利计算实际收益。

其中：计息天数=起息日至到期日期间，整年数×360+整月数×30+零头天数，算头不算尾

（11）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理财产品。

（三） 本次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的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款(90天网点专属)” 4500万元理财产品存款类型为保本浮动收益，期限为90天，以上理财产

品到期后赎回，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

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披露。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为上市金融机构，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58,876.91 139,925.52

负债总额 67,088.63 61,028.08

净资产 91,788.27 78,897.44

项目 2020年1月-9月（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89.30 23,284.82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2.23%，货币资金余额为60,146.54万元。拟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7.48%。公司在不影响正常运营、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

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提高公

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回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

品的情形。

（三）现金管理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进行的， 目的是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四）现金管理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及依据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

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货币资金” 科目，利润表中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 科目

六、风险提示

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

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

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了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

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

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适时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

过12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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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

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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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单个理

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该额度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

用。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佳力图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业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尚需提交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上述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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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

对佳力图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无异议。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近十二个月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3000 80000 712.85 23000

合计 103000 80000 712.85 23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6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0.9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8.4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3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总理财额度 23000

公司于2020年1月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滚动使用

最高额度不超过9,000万元人民币现金管理额度基础上，调整至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于2021年1月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对总额不超过2.3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

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额度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 公司及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最近十二个月委托理财

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35500.00 110000.00 137.28 27500.00

合计 135500.00 110000.00 137.28 27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4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1.0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7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0

总理财额度 29000.00

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对总

额不超过2.9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提供保本

承诺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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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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320,694.09 3,533,387,137.43 -9.77

营业利润 350,821,885.57 1,074,540,850.75 -67.35

利润总额 347,836,502.79 1,072,235,820.16 -6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2,496,223.06 1,000,665,278.70 -64.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6 2.16 -6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3% 35.01% -24.4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462,314,277.85 4,317,664,865.38 2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493,566,498.39 3,295,834,473.45 36.34

股本 573,692,485.00 463,692,511.00 2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7.83 7.11 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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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和学校的复工复学以及下游客户的经营皆受到

较大影响，导致终端消费需求尚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下降，与去年同期

相比，公司鸡肉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导致公司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9.77%。

受2020年新冠疫情和粮食供给紧张的影响，公司的原料采购成本上涨，鸡肉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2020年公司鸡肉产品的毛利率也有所下降， 致使公司的营业利润同比减少了

67.35%，利润总额同比减少了67.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64.77%。基本每

股收益同比下降64.8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24.48个百分点。

2、报告期内，总资产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6.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余

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6.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年初增加了10.13%，股本较

年初增加23.72%，主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总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对

2020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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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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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