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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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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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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343.82 205,345.60 -16.07

营业利润

19,311.84 21,612.31 -10.64

利润总额

19,110.51 21,302.79 -1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28.40 18,976.43 -1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0.1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83 5.70 -0.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77,318.94 447,069.80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1,127.69 339,566.40 3.40

股 本（股）

1,358,320,323.00 1,358,320,323.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2.5850 2.5000 3.40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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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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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深化企业改革为动力，致力转型

升级、融合创新、产业延伸，积极推进国际化运营，推动钢琴产业高端升级，深化数码乐器和艺

术教育领域布局，持续探索制造业+互联网融合发展，进一步降低经营风险，不断提升企业盈利

能力。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72,343.82万元，比上年同期

减少16.07%；实现利润总额19,110.51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6,628.4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2.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83%，比上年同期减少

0.87%；基本每股收益 0.1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29%。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477,318.94万元，比期初增加 6.7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51,127.69万元，比期初增加3.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为2.5850元，比期初增加3.40%。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定期报告、业绩预告等相关规定，公司未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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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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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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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9月9日、2020年10月13日召

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三棵树

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9月10日、2020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 公司积极

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但鉴于公司员工参与积极性颇高，公司于2020年11月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修订〈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决定对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规模上限等条款进行调整。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4〕33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上证发

〔2014〕58号）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20年10月，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38,

300股，成交金额为5,759,508.94元。

2020年11月，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2,

306,697股，成交金额为334,399,379.80元。

2020年12月，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598,

318股，成交金额为80,678,455.15元。

2021年1月，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463,

707股，成交金额为222,016,706.80元。

2021年2月，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643,

130股，成交金额为276,575,934.50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买入公司

股票6,050,152股，成交金额为919,429,985.19元，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2.25%。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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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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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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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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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78.28 24,749.59 103.55%

营业利润

15,336.22 7,644.28 100.62%

利润总额

15,289.15 7,638.41 100.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06.90 6,615.32 96.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749.72 5,533.21 11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4 0.88 5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3% 21.00%

下降

3.27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6,413.58 39,737.41 142.6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0,759.07 34,811.41 131.99%

股本

10,000.00 7,5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8.08 4.64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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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78.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55%；营业利润15,336.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62%；利润总额15,289.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16%；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006.9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6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1,749.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35%；基本每股收益1.34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52.27%。

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96,413.58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42.63%；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80,759.07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31.9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8.08元，较报告

期初增长74.14%。

2020年度， 境内外客户对公司的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需求增加导致公司的该部分

业务收入继续保持增长，同比增长25%左右。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上半年与防疫相关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防

护类产品业务全年实现了约2亿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其中：1-9月份实现1.83亿元），较上年同

期的18.38万元相比出现了大幅增长。

疫情期间在国家利好政策的扶持下，涌现出大量的防护类产品生产企业，公司快速扩充口

罩生产线并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采购生产防护类产品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但随着国内疫情逐

渐有效控制以及防护类产品产能的扩张， 在后疫情期间防护类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已发生逆

转，防护类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下滑，市场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公司订单获取的成本增加、产品

售价下降、 订单量的减少等因素导致报告期内公司前期投入的大量生产设备未能得到充分利

用及期末存货库存的增加。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与防护类产品生产相关

的子公司有关存货、预付款项、固定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实施资产减值测试，2020年度计提

的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大幅增加。

公司拟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期末相关防护类产品生产设备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 并根

据评估结果及审计机构审计后的金额调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金额。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生物实验室一次性塑料耗材和防护类产品销售增加所

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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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所致。

3、股本增加，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导致期末净资产

大幅增加所致。

5、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主

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经营积累所致。

三、风险提示

全资子公司广州拜费尔空气净化材料有限公司因口罩设备合同纠纷， 向广州市黄埔区人

民法院起诉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诉讼涉及的预付款金额为20,311,900元（未含资金占用费、

口罩报废损失费、诉讼费等）；被告方已提起反诉，反诉的涉案金额6,900,000元（未含违约金、

诉讼费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4日和2020年12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1、2020-048）。截止本公告日，该案尚在审理中，公司对上述预付款项未计提减值，

后续将根据法院对案件的生效判决结果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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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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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

理财产品的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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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授权金额：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

③ 产品种类：低风险、安全性高且变现能力强的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③ 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授权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购

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议案》。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鉴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存在周期性闲置自有资金的情况，为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运营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三）投资金额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并在

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

（四）投资种类

低风险、安全性高且变现能力强的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五）投资受托方资质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六）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授权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根据自有资金状况和经营计划，决定具体

投资期限，单笔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安全性高且变现能力强的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属于

低风险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等的影响较大，故投资收益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并及时跟踪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资金的运作情况，评估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存在周期性闲置自有资金的情况，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运营收益，在不

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本次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利于

公司灵活把握投资时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

四、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书面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建荣先生提

议，会议通知于2021年2月23日发出，会议决议于2021年2月26日签署。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

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签署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

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使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

存款或理财产品，并授权管理层办理具体相关事宜。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二）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

授权管理层使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有利

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运营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议案》。

（三）监事会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购买

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议案》，监事会意见：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 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使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

理财产品，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运营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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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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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书面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小平先生提议， 会议通知于2021年2月23日发出， 会议决议于

2021年2月26日签署。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本次会议以书面方式签署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的

议案》。

监事会意见：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使

用最高额度低于人民币1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 有利于公司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运营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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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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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董事长柴昭一先生计划自2020年

11月6日至2021年5月5日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合计不超

过3,00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约0.3102%，本次增持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0元/股，将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2021年1月22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审议，2021年2月8日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柴昭一先生变更后续增

持方式为“通过准锦套利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增持剩余承诺增持股份2,797,600股” 。

● 2021年2月26日，公司接到柴昭一先生通知，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增持本公司股票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102%，增持金额合计约33,818,930

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10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名称：柴昭一

2、柴昭一先生是公司副董事长、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本

次增持前持有公司股份83,356,000股，占公司现股份总数966,956,865股的8.6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原增持计划情况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柴昭一先生本次增持是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

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

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柴昭一先生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合计

不超过3,000,000股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约0.3102%。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价格不高于人民币20元/股，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

5、本次拟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0年11月6日至2021年5月5日的6个月内。

6、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7、本次拟增持股份的增持方式：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二）变更增持承诺情况

2021年1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1年2月8日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东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议案》。柴昭一先生

变更本次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增持公司股份方式由“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不超过3,000,000股” 变更为“通过准锦套利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增持剩余承诺

增持股份2,797,600股” 。原增持承诺其他条款不变。

三、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2020年12月11日至2020年12月28日，柴昭一先生增持公司股票20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0.0209%，成交均价为13.70元，增持金额为2,772,880元；变更增持方式后，2021年2月9日至

2021年2月10日，增持公司股票2,79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893%，成交均价为11.0954

元， 增持金额为31,007,260元。2021年2月26日， 增持公司股票3,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031%，成交均价为12.93元，增持金额为38,790元。

截至2021年2月26日，柴昭一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增持公司

股份共3,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02%，增持金额合计约33,818,930元，已达到本次增持计

划的100%，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成。

公司已按相关规则要求披露了增持计划公告、变更增持承诺公告和增持进展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6日、2021年1月23日和2021年2月19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7）、《陕西建设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变更增持公司股份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

的规定。

2、柴昭一先生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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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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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陶春风及

其一致行动人唐晓彤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31,506,78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15%；股东杭

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海成长” ）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同创

锦程新三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创锦程” ）和宁波市鄞州同锦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同锦创业”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31,188,630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1.03%；股东陈文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市鄞州滕声飞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 “滕声飞实”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16,205,881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73%。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0年11月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0-044），陶春风和一致行动人唐晓彤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8,47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

创锦程、同锦创业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31,188,

63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1.03%；陈文和一致行动人滕声飞实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减持股份数不超过8,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83%。

截至本公告日，陶春风和一致行动人唐晓彤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

股份8,45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99%；南海成长和一致行动人同创锦程、同锦创业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847,27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3.48%；陈文

和一致行动人滕声飞实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69,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的0.73%。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陶春风、唐晓彤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506,785 11.15% IPO

前取得：

31,506,785

股

南海成长、 同创锦程、同

锦创业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1,188,630 11.03% IPO

前取得：

31,188,630

股

陈文、滕声飞实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16,205,881 5.73% IPO

前取得：

16,205,881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陶春风

28,477,231 10.08%

唐晓彤系陶春风的外甥女，双方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

议》，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唐晓彤

3,029,554 1.07%

合计

31,506,785 11.15%

一

第二组

南海成长

12,886,884 4.56%

南海成长、同创锦程、同锦创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受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同创锦程

9,643,738 3.41%

同锦创业

8,658,008 3.06%

合计

31,188,630 11.03%

一

第三组

陈文

10,323,529 3.65%

陈文控制的浙江象舆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滕声飞实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滕声飞实

5,882,352 2.08%

合计

16,205,881 5.73%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

/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股） 当前持股比例

陶春风、唐晓彤

8,456,000 2.99%

2020/12/8 ～2021/2/

26

集中 竞 价 交

易、大宗交易

18.79-24.71 172,768,490 23,050,785 8.16%

南海成长、同创

锦程、同锦创业

9,847,272 3.48%

2020/11/19 ～2021/2/

26

集中 竞 价 交

易、大宗交易

21.76-26.17 229,857,716 21,341,358 7.55%

陈文、滕声飞实

2,069,400 0.73%

2020/12/1 ～2021/2/

26

集中 竞 价 交

易

23.69-25.10 50,467,247 14,136,481 5.00%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主体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也

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

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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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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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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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8.99 70.00 26,327.13

营业利润

-51,362.42 -102,388.80 49.84

利润总额

-51,322.65 -102,262.18 49.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322.65 -102,262.18 49.8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228.78 -68,555.48 1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7 -2.96 57.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5% -110.08%

增加

83.7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

）

总资产

239,315.98 101,435.57 135.9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0,560.31 63,067.18 218.01

股本（万股）

41,408.00 35,408.00 16.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4.84 1.78 1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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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8,498.99万元，主要为阿达木单抗药物2020年开始销售，报告

期内实现销售收入18,286.36万元，另有少量偶发性技术转让收入。公司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1,322.65万元， 净亏损同比减少49.81%�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为239,

315.98�万元，比期初增长135.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0,560.31万元，比期

初增长218.01%。

报告期内净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一方面因为公司产品上市，报告期内销售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加18,286.36万元； 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2019年存在一次性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35,200.00

万元，报告期无此费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亏损。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亏损、净亏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比去年同期分别减少

49.84%、49.81%、49.81%，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产品产业化进程的推进，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另一

方面是由于公司2019年存在一次性确认的股权激励费用35,200.00万元，报告期无此费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亏损。

2、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6.35%� ，较上年同期增加83.73个百分点，主要原

因是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净资产大幅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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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

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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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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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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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5,524.95 60,084.09 9.06%

营业利润

17,466.62 15,082.31 15.81%

利润总额

17,278.17 15,225.46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8.47 12,790.69 1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5 0.65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77% 11.13% 0.6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1,565.10 133,576.29 1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9,216.58 118,691.18 8.87%

股本

(

股）

19,800 19,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53 5.99 9.02%

注：上表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524.95万元，同比上升9.06%；实现利润总额17,278.17万

元，同比上升13.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28.47万元，同比上升15.93%。公司利

润上升的主要因素有：本年公司销售订单总体稳定，第三、四季度增长较快，抵消了年初疫情

的影响，使年度销售收入出现小幅增长，同时由于享受政府部门社保减免等优惠政策，成本

费用支出下降；其次，公司理财收益、政府补助收入等有所增长。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51,565.10万元，较期初增长13.4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所

有者权益为129,216.58万元，较期初增长8.87%。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9,800万股，与报告期初

股本总额保持一致。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53元，较期初增长9.0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公司未进行业绩

预告，故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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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字并盖章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浙江长盛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