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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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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2,519,408.30 2,249,115,160.72 13.49%

营业利润 94,574,488.57 133,904,730.94 -29.37%

利润总额 94,300,820.16 132,053,935.04 -2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57,641.67 127,073,481.63 -4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26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 6.91% -3.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628,710,300.20 3,583,972,548.51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13,572,457.00 1,896,079,507.93 0.92%

股 本 479,646,926.00 479,646,926.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99 3.95 1.0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5,251.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9%� ，主

要受益于国Ⅲ汽车淘汰、治超加严以及基建投资等因素的拉动，商用车全年产

销呈现大幅增长，首次超过500万辆，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0%和18.7%，受国内商

用车产销增长影响，公司商用车类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3.9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45.76万元，较上年同

比下降48.49%，基本每股收益0.14，较上年同比下降46.15%，主要原因为公司2019

年度处置了飞驰镁物（北京）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和Protean� Holdings� Corp.的股

权，取得了13,873.11万元的投资收益，本报告期内，公司未产生金额较大的股权

出售投资收益，导致投资收益同比减少14,137.54万元。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36.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9.1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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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披露的 《浙江万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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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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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366� � �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2021-016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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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下简称“四川证监局” ）下发的《关于对台

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王雪欣、孙录友、马明、孙军采取出具警示函

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1]6号），现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王雪欣、孙录友、马明、孙军:

经查,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

为:

一、诉讼、仲裁事项未及时披露

2020年6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

的公告》，从 2018年11月13日至2020年6月8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诉讼、仲

裁事项15件，涉案金额10.08亿元。公司在收到起诉书或知悉被起诉后，未及时对

外披露，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未及时披露的情形。

二、债务逾期未及时披露

2020年6月8日，公司披露《关于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及累计涉及诉讼事项

的公告》，2019年6月22日至2020年6月8日， 公司子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

备有限公司、 德阳台海核能装备有限公司陆续出现债务到期未及时清偿情况，

累计逾期未偿还债务74,366.74万元，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债务逾期的情况。

三、前期会计差错

2020年8月21日，公司披露《关于2019年前三季度报告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

告》称，公司对2019年前三季度确认的部分项目收入进行追溯调整，上述更正导

致公司对2019年一季报、 半年报、 三季报营业收入分别调减20,954.17万元、32,

094.67万元、37,448.19万元，变更幅度分别为148%、132%、91%；对2019年一季报、

半年报、三季报净利润分别调减15,499.39万元、34,967.40万元、29,517.21万元，变

更幅度分别为296%、196%、172%。公司2019年一季报、半年报、三季报相关财务数

据披露不准确。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规定。公司董事长王雪欣、董事兼总经理孙录友、董事

会秘书马明、 财务总监孙军未能勤勉尽责， 对公司上述行为负有责任， 违反了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王

雪欣、孙录友、马明、孙军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前述责任主体应高度

重视，加强学习，严格遵守资本市场法律法规。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高度重视上述决定书中提到的问题，同时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

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82� � �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1-011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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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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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890,651.44 1,109,472,659.74 15.36%

营业利润 239,883,380.88 107,032,394.78 124.12%

利润总额 241,571,777.14 45,060,202.02 43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923,645.46 22,289,407.57 82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678 0.0523 79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9% 2.74% 16.8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42,331,774.32 1,189,637,831.74 6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60,626,304.94 811,852,532.46 79.91%

股本 476,941,227.00 426,000,000.00 1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6 1.91 60.21%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20年度营业总收入为127,989.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36%；营

业利润为23,988.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12%；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157.18万元及20,592.36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436.11%、823.86%，主要原因是：（1）销售收入较上年快速增长，新能源产品收入

高速增长体现出了较好的规模效应；（2）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

增加。

2、公司2020年度基本每股收益0.467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4.46%；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9.59%，较上年同期增加16.85%，主要是2020年净利润增加所

致。

3、公司2020年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速度较快的主要原因是：（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2）2020年净利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92.36万元， 比上

年同期增长823.86%，在前次业绩预计的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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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62� � �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公告编号：2021-009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控股股东之一林若文女士及一致行动人林浩茂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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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0年11月24日披露了 《关于大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1号）（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 林若文女士计划自本减持股

份的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14,16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在任

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林若文

女士及林浩茂先生自本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080,500股（合计减持股份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大股东与一致行动人减持股数将合并计算），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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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一）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成交时间 成交价格（元） 成交股数（股） 成交金额（万元）

林若文 大宗交易 2020年12月9日 5.09 4,200,000 2137.8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林若文

合计持有股数 105,686,875 29.85 101,486,875 28.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6,421,719 7.46 25,371,719 7.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79,265,156 22.39 76,115,156 21.50

林浩茂

合计持有股数 1,020,800 0.29 1,020,800 0.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0,800 0.29 1,020,800 0.2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实施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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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减持不涉及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减持的实际情况符合此前披

露的减持计划。

3、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

营产生影响。

4、 公司将继续关注林若文女士及林浩茂先生后续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53� � � �证券简称：海思科 公告编号：2021-016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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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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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809,461.55 3,937,340,462.03 -15.25%

营业利润 692,201,876.56 546,795,286.63 26.59%

利润总额 688,025,621.95 546,415,290.94 2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449,051.91 493,891,812.79 2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 0.46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2% 23.04% 0.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033,198,865.43 5,035,263,918.31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11,087,162.06 2,371,343,811.99 22.76%

股 本 1,074,479,620.00 1,084,300,000.00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1 2.21 22.6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336,809,461.55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5.25%；实现营业利润692,201,876.5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59%；实现利润总额

688,025,621.95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5.9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449,051.9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2%。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成都赛拉

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获得约2.7亿元收益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21-003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召开通知于2021年2月21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

员，并于2021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其

中陈健富先生采用通讯表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以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计提减值依

据充分，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核算的谨慎性。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后， 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15,750.29万元。详细内容

见同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

项出具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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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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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召开通知于2021年2月21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

并于2021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辉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全体监事通过现场表决方

式参与会议表决，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结合资产及经营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会计

谨慎性原则。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财务报表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的整

体利益。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详

细内容见同日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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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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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2月26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公司对2020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 对可能发

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如下：

资产名称 2020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占2019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

对值的比例

存货 2,010,256.81 0.49%

合同资产 55,780,872.50 13.54%

投资性房地产 512,906.00 0.12%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02,765.00 0.29%

应收票据 -8,446,264.66 -2.05%

应收账款 103,379,421.77 25.10%

其他应收款 1,073,627.59 0.26%

长期应收款 1,989,306.97 0.48%

合计 157,502,891.98 38.2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

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1、信用减值计提方法：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合同资产进行减值处理并确认

损失准备。如果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

于该金融工具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如果该金融

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公司按照相当于该金融工具未来

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

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如果逾期，公司即认为该金融工

具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如果金融工具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较低，公司即认

为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

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信用减值， 则公司在单项基础上对该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

对于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合同资产，无论是否包含重大融资成

分，公司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对

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 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证据的

应收账款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 公司依据信

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其他应收款，公司根据其他应收款的性质，以单项和组合为基础评估信

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以组合为基础进行评估时，公司基于信用风险特征，将其

他应收款划分为不同组合。

2、信用减值情况：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公司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和长期应

收款、 合同资产分别计提减值损失-8,446,264.66元、103,379,421.77元、1,073,

627.59元、1,989,306.97元、55,780,872.50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1、存货减值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将确定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与存货成本进行比较，对于存

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投资性房地产、其他非流动资产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其他非流动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存在

减值迹象的，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资产

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 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

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

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合理性作出了说明，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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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15,750.29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38.24%。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20.84

万元，减少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13,320.84万元。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金额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

据为准。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的《2020年度

业绩预告》中对公司2020年度业绩的预计区间。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

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

具合理性。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批

准。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基于会计谨慎

性原则，计提的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

报表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提供更

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公司结合资产及经营的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会计谨慎性原

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董

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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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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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910,860,052.47 2,576,779,523.54 12.97

营业利润 101,216,703.72 -353,454,671.56 128.64

利润总额 106,630,732.40 -361,830,198.26 12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021,733.49 -411,920,421.25 11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36 1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12.19% 13.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532,990,309.20 6,160,992,143.84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43,599,087.34 3,111,819,194.85 1.02

股本 1,147,580,518.00 1,150,662,718.00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4 2.7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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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10,860,052.4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7%；实

现营业利润101,216,703.7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64%；实现利润总额 106,630,

732.40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9.4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021,

733.4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0.69%。主要原因分析如下：

1、市政环卫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市政环卫板块在稳定传统业务的同时，积

极拓展环卫工程业务，因此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8.36亿元，同比增长33.77%；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04亿元，同比增长41.82%。

2、商誉减值情况：与2019年度相比，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 ）2020年度经营业绩超过预期，实现其承诺的业绩目

标，公司因收购广东绿润所形成的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

号一资产减值》、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公司对收购广东绿润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预

计2020年度将不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3、园林绿化板块：报告期内，公司园林绿化板块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

长64.23%，与2019年度相比，公司园林绿化板块2020年度的亏损减少。

4、报告期内，公司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

5、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及销售费用下降。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6,532,990,309.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4%，主要系报

告期末货币资金、对外支付的保证金余额及长期应收款增加所致。

2、2020年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143,599,087.34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02%，主要系报告期内实现盈利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21年1月30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20年

度业绩预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公告中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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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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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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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6.98 17,380.04 55.05

营业利润 3,698.18 2,166.86 70.67

利润总额 3,616.88 2,073.46 7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04.60 1,942.19 59.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7.07 1,378.60 -5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58 0.0516 4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2.41% 下降0.2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2,627.10 169,142.25 2.0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49,382.99 144,632.67 3.28

股本（万股） 41,000.00 41,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3.64 3.5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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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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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946.9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5.05�

%；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104.60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59.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57.07万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59.59%。

2020年度，公司西达本胺产品销售开始放量增长，是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长55.05%的主要因素；

公司早期研究与临床开发项目进展顺利，研发费用的投入同比增长79.40%；

本年度研发项目的新增与进展的不断加速，也使各项目政府研发资金的使用有

所增加，上述两项因素共同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增加。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上升55.05%，主要系2020年营业收入增加所致；营业

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70.67� %、

74.44� %和59.85%， 主要系2020年营业收入和研发项目的政府研发资金增加所

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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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59.59%，主要系2020年公司研发项目的新增与进展的不断加速，研发费用的投入

加大以及研发项目使用政府研发资金有所增加，导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增

长较大。

3、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上升46.90%，主要系2020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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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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