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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世嘉科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以专人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
了全体董事，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娟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到董事５人，实到董事５人，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审议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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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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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世嘉科技”）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以专人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
了全体监事，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汤新华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
《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
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
企
业会计准则第８号一一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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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世嘉科技”）于２０２１年２
月２６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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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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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公司及子公司的
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 拟对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资
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表：
项目

元）
本期增加金额（

期初余额（
元）

一、存货跌价
准备

３３，１０３，１５５．７４

二、商誉减值
准备
合计

－
３３，１０３，１５５．７４

本期减少金额（
元）

其他

计提
１１，９７４，０１５．２１

－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转销
１５，１７２，８９３．１６

－

３１，１７４，０１５．２１

－

转回

期末余额（
元）

－

－

２９，９０４，２７７．７９

－

１５，１７２，８９３．１６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４９，１０４，２７７．７９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３１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但公
司已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与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不存在分歧。 最
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以后期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的评估结果、审
计结果为准。
（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及金额
１、存货跌价准备
（
１）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
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①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作为其
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如果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超出部分
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计量基础。 用于出售的材料等，以市场价格
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计量基础。
②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
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则该
材料按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则该
材料按可变现净值计量，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③ 存货跌价准备一般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按存货类别计提。
④ 资产负债表日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则减记的金
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
（
２）２０２０年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项目

期初余额（
元）

本期增加金额（
元）
计提

本期减少金额（
元）

其他

转销

期末余额（
元）

转回

原材料

６，４４４，２０９．２６

１，８０６，６６６．５３

－

１，４０９，６３７．５０

－

在产品

８，５６２，８４７．３３

２，３９４，６６４．６９

－

３，５６４，５８１．５５

－

７，３９２，９３０．４７

１８，０９６，０９９．１５

７，７７２，６８３．９９

－

１０，１９８，６７４．１１

－

１５，６７０，１０９．０３

３３，１０３，１５５．７４

１１，９７４，０１５．２１

－

１５，１７２，８９３．１６

－

２９，９０４，２７７．７９

库存商品
合计

６，８４１，２３８．２９

２、商誉减值准备
（
１）商誉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公司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在对包含
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 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可收回金
额，并与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这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
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减值
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再根据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按比
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
２）商誉形成情况
关于核准苏州市世嘉科技股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份有限公司向陈宝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７］２３６９号）核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向苏州波发特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现已更名为“
苏州波发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波发特”）全体股东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波发特１００％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
下简称“
本次重组”）。 公司因本次重组形成商誉５６，８５５．９３万元，前期公司未发生
应计提涉及本次重组所形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商誉余额为５６，８５５．９３万元。
（
３）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受国内新冠疫情的影响，波发特第一季度开工率不足，波发特第
一季度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其次，受海外新冠疫情的影响，波发特全年
出口未达预期及２０２０年度国内外５Ｇ建设未达预期。 上述因素导致波发特２０２０年
度实现的利润同比下降，不及预期，波发特资产组（
包含商誉）出现减值迹象。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 公司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测试基
准日，对波发特资产组（
包含商誉）进行了商誉减持测试，经谨慎性测试估算，公
司拟对本次重组所形成的商誉计提１，９２０．００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并计入２０２０年
度当期损益。 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的商誉余额为５４，９３５．９３万元。
（
４）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在对波发特资产组（
包含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
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结果为未发生减值损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包含商誉的波发特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 发现包含商誉的波发特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于是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抵减资产组中商
誉的账面价值。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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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 持 均 价
元／股）
（

减持期间

永信国际

集中竞价 交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５日－２０２０年９
月２日
易

广州国发

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２０２０年１１
集中竞价 交 月２３日
易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２０２１年１
月４日

合并

减持股数
（
万股）

减持比例
（
％）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２１７０％

１０．３６

１，０１３．４５２６

０．４５７８８６％

１０．７７

１，９５２．０５２４

０．８８１９５３％

１０．８０

４，１６５．５０５０

１．８８２００９％

永信国际减持股票来源于ＩＰＯ前取得的股份， 广州国发所减持股票来源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永信国
际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万股）

５６，８５５．９３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账面价值 ⑤

２，５９１．５４

全部商誉的账面价值 ⑥＝④＋⑤

５９，４４７．４７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⑦＝①＋⑥

９５，９２０．００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可回收金额（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⑧

９４，０００．００

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⑨＝⑦－⑧

１，９２０．００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所认定资产组与购买日、 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
定的资产组一致。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合理性说明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以５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公司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一一资产减值》
等相关规定。
２、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３，１１７．４０万元， 并计入２０２０年度当期损益，合
计减少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利润总额３，１１７．４０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减少２０２０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９３７．２０万元，相应减少２０２０年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２，９３７．２０万元，相关事项将在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但公
司已就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与审计机构进行了充分沟通，不存在分歧。 最
终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以后期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审计机构的评估结果、审
计结果为准。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
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一一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
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
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监事会意见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以３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
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 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一
一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７９６

证券简称：世嘉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０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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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德马科技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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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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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６，６９５．１８

７８，９１６．５９

营业利润

７，５７０．１３

７，０９９．２７

６．６３

利润总额

７，８３１．３０

７，３０９．７２

７．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７，０５８．３１

６，４０１．３６

１０．２６
－０．９６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２１７０％

０

０

５，３２６．７９

５，３７８．２２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２１７０％

０

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９２

１．０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０

１９．４１

５２，５３５．１３５４

２３．７３５８０６％

４９，５６９．６３０４

２２．３９５９６６％

５２，５３５．１３５４

２３．７３５８０６％

４９，５６９．６３０４

２２．３９５９６６％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
１．本次减持未违反《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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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３．广州国发承诺所认购的珠江啤酒非公开发行股份，自非公开发行完成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广州国发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
为。
三、备查文件
广州国发出具的《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计划期届满的告知
函》。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项目

２７，２６３．４９

２１，０７６．０３

２９．３６

营业利润

４，８０６．１２

４，８５２．７６

－０．９６

利润总额

４，３８１．４４

４，７８３．９３

－８．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１２７．９６

３，９１４．５３

５．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０６．６１

３，１７３．２３

０．６３

０．６０

４．２０
５．００

１４．７９％

１６．５３％

减少１．７４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４２，６１６．５５

３７，２８９．２５

１４．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２９，１６３．３４

２６，５１０．８７

１０．０１

股本

６，５６８．００

６，５６８．００

－

４．４４

４．０４

９．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
元）

注：１． 本报告期初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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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结果以公

证券代码：６０３７８９

证券简称：星光农机

司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７，２６３．４９万元，同比增长２９．３６％；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４，１２７．９６万元，同比增长５．４５％；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３，３０６．６１万元，同比增长４．２０％。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总资产４２，６１６．５５万元， 较报告期初增长
１４．２９％；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２９，１６３．３４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１０．０１％。
（
二）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２０年，工业无人机市场快速发展，公司专注于工业无人机产品和市场开
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智能化、标准化、工具化的工业无人机系统。 公司坚持技
术创新，不断完善和丰富整体解决方案，克服新冠疫情对市场开发、订单延迟带
来的不利影响，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实现增长。 基于对行业未来快速发展的预期，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研发投入、人才储备，并大力开展国内外重点市场推广，
导致当期利润增幅低于营业收入增幅。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公司２０２０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后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５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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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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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２１０２６１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股主板和中小板、Ｂ股）核准》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３０
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

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
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以及
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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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２．８１

－８．００
减少８．８１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１６０，９２９．１７

７３，８８２．５５

１１７．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８９，３４１．６１

３６，１６９．４０

１４７．０１

股本

８，５６７．６６

６，４２５．７４

３３．３３

１０．４３

５．６３

８５．２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
元）

增减变动幅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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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股票代码：００２４５４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１２０，５１６，４９９．９９

－５１．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
元）

４２，５５５，６３８．３３

９５，４６０，１３６．２８

－５５．４２％

０．１７

０．３８

－５５．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７％

６．５４％

－３．７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元）

２，４１６，４１２，６９４．２２

２，４３１，８５４，６９０．７７

－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元）

１，５６４，７８９，８７８．５６

１，５１６，７５７，２８４．１１

３．１７％

２５２，４２６，９４８

１６８，２９１，３８２．００

４９．９９％

６．２０

９．０１

－３１．１９％

项 目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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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国内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司第一季度开工率不足，第一季度经
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同时受海外新冠疫情的影响， 公司全年出口未达预
期；其次，报告期内国内外５Ｇ建设不达预期，导致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波发特电
波发特”）经营业绩同比有所下降；第三，鉴于波发特
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同比下降，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并购波发特所形成的商誉
计提了１，９２０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
最终计提金额尚需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审
计机构出具相关报告后确定），并计入当年损益。 受上述因素影响，本报告期内公
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均出现较
大幅度下降。
报告期末， 公司股本较上年期末增长４９．９９％主要系公司实施了２０１９年度利
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派发现金红利０．５０元（
含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
润分配方案（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１０股转增５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公司对外披露《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其对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的变动幅度为：下降５２．８６％至６３．３４％，变动区间为：盈利３，５００万元至４，５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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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计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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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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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运作
公司章
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及 《
程》《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公司制度的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世嘉科技”）的独立董事，在仔细阅读了公司董事会向
我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
慎性原则作出的合理判断，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符
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８号一一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
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
们对本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
签名）：
占世向 夏海力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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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经营情况：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实现营业收入７６，６９５．１８万元，比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２．８１％； 营业利润为７，５７０．１３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６．６３％； 利润总额为７，
８３１．３０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７．１４％；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７，
０５８．３１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１０．２６％；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营性
损益的净利润５，３２６．７９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０．９６％。
２、财务状况：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总资产为１６０，９２９．１７万元，比期初增长１１７．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８９，３４１．６１万元，比期初增长１４７．０１％；２０２０年末股
本为８，５６７．６６万元，同比增长３３．３３％。
３、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在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下，公司积极应
对，收入保持稳定。 同时加强业务开拓，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底未确认收入订单同比大幅
增加，相应未确认收入的发出商品同比增加约３亿元。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
提高市场竞争力。
（
二）主要指标变动分析
总资产同比增长１１７．８２％；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１４７．０１％；
股本同比增长３３．３３％，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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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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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号： ２０２１－００２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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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上海
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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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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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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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合计持有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１５５，４６１．３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１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１．２８％

利润总额（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广州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发
份

１２１，４２４，１７０．１３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１１．２２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１１．８３％

５９，１６１，４７８．６８

５６，８５５．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价值 ④＝②－③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利润（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誉账面余额 ②

－

上年同期
１，８７１，２９８，８４６．６３

股本（
元）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③

本报告期
１，６４９，９８４，１４８．７４

３６，４７２．５３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国发）及永信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永信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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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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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５日收到《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广州珠江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并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６日发布《
关于控股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二）》。 根据告知函、公告及相关监管要
求，广州国发自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
即２０２０年８月
２７日起至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计划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公司收到了《
届满的告知函》，广州国发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告知如下：
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情况
１．减持股东相关情况说明
截至本告知函出具日，广州国发持有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珠啤集团”）１００％股权，珠啤集团持有永信国际１００％股权，故广州国发、珠啤
集团、永信国际是一致行动人。
永信国际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日致函公司告知了其减持计划，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３
日将永信国际减持计划予以披露。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日永信国际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一一永信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公司披露了《
减持已实施完成的公告》。
鉴于广州国发与永信国际为一致行动人，以下将一并披露两者近期减持情
况。
２．广州国发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１）减持股东：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
２）减持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份。
（
３）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
４）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
５）减持股份数量和比例：与永信国际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４４，２６６，５６９股，
即不超过珠江啤酒股份总数的２％（
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的， 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珠江啤酒股份总数的１％；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珠江啤酒股份
总数的２％。
（
６）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内。
（
７）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３．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项 目
营业收入（
元）

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①

证券代码：６８８３６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２

波发特资产组（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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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审
计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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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３，４０２，８９８，１３４．０３ ３，４０５，９９８，８２０．８０

－０．０９％

营业利润

２４４，７２７，８１７．３２

１８８，７８０，６０２．３９

２９．６４％

利润总额

３１２，８６３，４９２．７１

２０９，８３８，６１５．１７

４９．１０％

净利润

２５４，７０３，０２７．７８

１８７，１６０，０１９．１８

３６．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４０，１３９，９３２．４８

１７６，３９９，６６４．６２

３６．１３％

０．３８

０．２８

３６．１３％

６．７９％

５．４１％

上升１．３８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６，５８１，５８４，９３０．８４ ５，８０７，４４４，４０７．８７

１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０９７，５４８，７７９．５０ ３，７２９，７５９，７９２．１６

９．８６％

股本

６２８，５８１，６００

６２８，５８１，６００

０．００％

６．５２

５．９３

９．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抓住市场机遇，持续提升客户
质量，扩大新产品销量，取得较好效果：（
１）在大中型客车热管理业务板块，公
司面对客车行业下滑的不利局面， 稳住大中型客车空调系统基本盘的基础上，
扩大大中型客车电池热管理产品销量，持续巩固公司在大中型客车热管理行业
中的龙头地位；（
商乘并举”的策略，抓住
２）在小车热管理业务板块，公司坚持“
商用车快速发展的行业机遇的同时， 持续提升乘用车客户质量和产品盈利能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８９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力；（
３）在其他业务板块，公司持续扩大客户范围，获得部分优质订单，并在报告
期内逐步实现销售。 因此，公司实现销售收入３４０，２８９．８１万元，与２０１９年基本持
平。
２、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质量持续改善，实现营业利润２４，４７２．７８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２９．６４％，主要系由于：（
１）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相对稳定；（
２）公司持续
提升管理水平，降本增效举措落实有力，三项费用较２０１９年有所下降；（
３）２０２０年
公司注重提升经营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加大回款力度，信用减值损失较２０１９年
有明显下降。
３、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３１，２８６．３５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９．１０％，主
要系由于：（
１）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９．６４％；（
２）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京滨
大洋冷暖工业（
大连）有限公司（
现已更名为松芝大洋冷热技术（
大连）有限公
司），交易对价低于合并日该公司的评估价值，形成投资收益约７，０００万元。
４、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２５，４７０．３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６．０９％，主要
原因系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５、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４，０１３．９９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３６．１３％，主要原因系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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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披露的《
２０２０年三季度报告》中预
计的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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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加盖公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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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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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司拓普电动车热管理系统（
宁波）有限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参与宁波杭州湾新区
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挂牌出让竞拍，并最终以人民币６８２１万元竞得。 公
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及《
国有建设用
司后续将依照规定与有关政府部门签署《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竞拍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竞拍土地基本情况
１、出让人：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２、地块编号：甬新ＩＩＩ２０２０４１＃

３、坐落位置：宁波杭州湾新区
约３４１亩）
４、出让面积：２２７，３３８ 平方米（
５、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６、出让价款：人民币６８２１万元
三、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将继续用于扩大产能建设，以满足客户未来订单
需求。
四、风险提示
针对全球疫情影响等风险，公司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