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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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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以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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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４７，２８７．２２

４７，３１３．０７

－０．０５

营业利润

２，３１０．４８

５，９２４．６３

－６１．００

利润总额

３，０２０．１９

６，０８１．５１

－５０．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９６５．１４

５，２４０．０７

－４３．４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２，１８０．８５

４，７９３．９０

－５４．５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２５

０．５８

－５６．９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减变动幅度（
％）

３．５４％

１２．８１％

减少９．２７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２８，５０７．２３

１２４，４２３．４５

３．２８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８４，５６７．８２

８３，２４５．４４

１．５９

股本

１１，７３４．００

１１，７３４．００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７．２１

７．０９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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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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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４７，２８７．２２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０．０５％；营业
利润２，３１０．４８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６１．００％；利润总额３，０２０．１９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５０．３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９６５．１４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４３．４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２，１８０．８５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５４．５１％；基本每股收益０．２５元，较去年同期下降５６．９０％。
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客户复工延迟导致公司部分项目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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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体验收延期，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２４．２０％，自２０２０年下半年起，公
司及客户全面复工复产，公司第三季度及第四季度开始逆势增长，分别实现了
同比增长１１．７９％、２７．９５％。
２、财务状况
２０２０年末，公司总资产１２８，５０７．２３万元，较年初增长３．２８％；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８４，５６７．８２万元，较年初增长１．５９％，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７．２１元，较年初增长１．６９％。
３、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２０２０年因国内外新冠疫情的原因，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项目进度及验收
等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生产中占着重要地位，应用日益
广泛，但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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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有不同程度下滑。
为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培育营收规模化增长动能，提升综合盈利能力，
公司在技术创新、新业务开拓、海外市场拓展、组织架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一系
列的布局，为未来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二）主要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１．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度下降６１．００％、５０．３４％、４３．４１％及
５４．５１％，主要受疫情影响导致成本上升，同时行业竞争加剧以及拓展新业务和
新市场导致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及毛利率大幅下降所致。
２．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同期下降５６．９０％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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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北人机器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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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３７２，１４２，０５１．１３

７，４２７，３５５，６０９．１７

营业利润

６７８，５１９，７２６．９４

６２９，７２０，４９８．３０

７．７５

利润总额

６６５，２３９，３０２．０２

６１８，０６３，６８８．３３

７．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５６９，２４６，７５９．８５

５０２，８３４，３５１．９１

１３．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４５８，３１３，４９９．５４

４２２，１３４，００３．９３

８．５７

０．５２３４

０．４７３１

１０．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１．０７％

１０．２２％

２６．１８

０．８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１７，３６１，２０５，０１８．００

１５，７０２，９４５，４４２．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５，３０９，６０５，７５１．９９

４，９７５，２１４，５６１．９５

６．７２

１，０８７，４９７，４６５．００

１，０８７，７３７，４６５．００

－０．０２

４．８８

４．５７

６．７８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元）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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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总体情况较好，实现营业总收入９３７，２１４．２１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９４，４７８．６４万元，同比增长２６．１８％；营业利润６７，８５１．９７万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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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期增加４，８７９．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７．７５％ ；利润总额为６６，５２３．９３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加４，７１７．５６万元，同比增长７．６３％；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５６，
９２４．６８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６，６４１．２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３．２１％；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２３４元，比去年同期增加１０．６３％。
２．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的主要原因
２０２０年，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及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公司采取了
各项措施抵御疫情影响。 围绕公司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及年度经营计划，坚持
以“
先导式创新”发展，持续推进产品研发，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同时加大工程
机械产品线上营销模式，促使产品销量快速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工程机械板块
营收同比增长４１．３５％，利润同比增长超６９．８８％；
面对疫情冲击，加拿大子公司ＡＶＭＡＸ紧密跟踪市场需求变化，采取各项措
施，实施严格成本管控，确保公司运营现金流稳定，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因
素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航空业务板块营收同比下降４４．８４％，净利润同比下降
９１．３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无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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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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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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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拍卖基本情况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上海证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４日、２０２１年２月９日在 《
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吉华集团关于股东所持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
ｃｏｍ．ｃｎ）披露了《
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９）、《
吉华集团关于关于调整司法拍卖股份数量的公告》（
公告编
号：２０２０－０８０）、《
吉华集团关于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２），《
吉华集团关于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２）、《
吉华集团关于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卖的进展公告》（
拟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６）、《
吉华集团关于关于股东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杭州市中级人民
持公司股份拟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法院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１０时止（
延时的除外）、２０２０
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０时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１０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萧
然工贸”）持有的合计４６８５．８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６．６９４０％
上述司法拍卖均已如期进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如下司法裁决：
１、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吉华
集团（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８０）４６，８５８，０００ 股股票经公开拍卖，其中３３，４７０，０００ 股因
无人竞买而流拍。 现申请执行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申请将上述流拍股票以一拍
保留价２０２，５７７，１４５ 元抵偿本案部分债务。 据此，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
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
一）、将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华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８０）３３，４７０，０００ 股股票作价２０２，５７７，１４５元， 交付申请执行人江海证券有
限公司抵偿部分债务。
（
二）、 解除对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华集团 （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８０）３３，４７０，０００ 股股票的冻结。
（
三）、申请执行人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相关机构办理产权过
户登记手续、缴纳费用。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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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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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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项目

６０３，０１５，１７１．３６

４５７，４９４，６２３．４９

３１．８１％

营业利润

４４，５２１，２４７．５７

７７，２０９，１３２．４２

－４２．３４％

利润总额

４５，４１１，８４２．７７

７７，１７７，９２７．６８

－４１．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３，４９３，３０６．０３

７３，２８１，８７２．８１

－４０．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２，５８８，４５７．８２

５８，８１３，６２４．８０

－４４．５９％

０．４０

０．７９

－４９．０２％

４．９１％

１５．３３％

减少１０．４２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２、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
证券代码６０３９８０）６，６９４，０００ 股股票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
华集团 （
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 在第一次公开拍卖中，买受人张珊珊
（
公民身份号码３３０２０６１９８３０７２０００２６） 以最高价人民币４０，５１５，４２９ 元竞得，并
已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据此，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
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
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
一）、将被执行人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华集团（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９８０）６，６９４，０００ 股 股 票 归 买 受 人 张 珊 珊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３３０２０６１９８３０７２０００２６）所有。
（
二）、买受人张珊珊可持本裁定到相关部门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缴纳
相关费用。
三）、 解除对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吉华集团 （
证券代码
（
６０３９８０）６，６９４，０００ 股股票的冻结。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从买受人张珊珊处获悉， 其在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竞得的６，６９４，０００ 股公司股票已于２０２１年２
月２６日完成过户手续。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萧然工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总数为１５，０９６，９６５股
（
包含４，２００，０００股已经司法拍卖成交， 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５％。 萧然工贸目前所持公司股份均被司法冻结，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１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１５％。 本次司法拍卖过户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２、公司发布的信息以指定披露媒体《
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１７３，９６８．０７

２８，８７９．４７

５０２．３９

营业利润

９６，３０２．５３

９，５０４．１４

９１３．２７

利润总额

９６，１００．８７

９，４７０．１０

９１４．７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１，９５８．３０

８，３７５．６２

８７８．５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７８，１４７．１１

７，７５９．２４

９０７．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３．９８

１．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７．２９

２０．０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６５５．６８
增长３７．２１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２７，７６８．８９

１１５，４３６．２５

９７．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６６，４５１．２４

１０２，０７８．９５

６３．０６

５，８６２．００

５，８６２．００

－

２８．３９

１７．４１

６３．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１４０，８５１，５７１．５８

４０．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８９３，４４０，８００．８５

８７５，２７９，０１５．５０

２．０７

股本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２７

８．１０

２．０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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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６０，３０１．５２万元，同比增长３１．８１％；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４，３４９．３３万元，同比下降４０．６５％；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３，２５８．８５万元，同比下降４４．５９％。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快速发展以及管理体系升级的需要，公司逐步建立了
战略到执行）流程，以支撑公司战略制定和落地执行。 在此基础上，公司继
Ｓ２Ｅ（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２９

４１．１６％、４０．６５％、４４．５９％，主要系公司为了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在研发、管理
和市场开拓方面大力进行战略性投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合计金额
同比增长６１．２７％所致；
（
３）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４９．０２％，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减少１０．４２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
４）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较本报告期初增长４０．８３％，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
账款和存货增加所致；
三、 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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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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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７３，９６８．０７ 万元，同比增长５０２．３９ ％；实
现利润总额 ９６，１００．８７万元，同比增长９１４．７８％；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８１，９５８．３０万元，同比增长８７８．５３％；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７８，１４７．１１万元，同比增长９０７．１５ ％。 公司全年整体经营业绩呈现

较大规模增长。
报告期初，新冠疫情爆发，公司快速响应疫情检测需求，第一时间研发新型
冠状病毒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核酸检测试剂，快速提升产能，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报告期
内，公司新冠核酸检测试剂销售大幅增长，同时，也带动了检测仪器、核酸提取
试剂等相关产品销售的大幅度增长，促使公司２０２０年整体经营业绩呈现较大规
模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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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５０２．３９％，主要原因是新冠核酸检
测试剂销售大幅增长，同时也带动了检测仪器、核酸提取试剂等相关产品销售
的大幅度增长，促使公司２０２０年整体经营业绩呈现较大规模增长；
２、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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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长 ９１３．２７％、９１４．７８％、
８７８．５３ ％、９０７．１５％，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导致整体经营业绩增长所
致；
３、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６５５．６８％、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同比增加３７．２１个百分点，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
长所致；
４、公司２０２０年度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每股净资产分别增长９７．３１％、６３．０６％、６３．０７％，主要是报告期内净利润增长
以及业绩增长导致的未分配利润增加等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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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可能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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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ＳＴ海源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７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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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源复材”或“
本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上银瑞金资本－上海银行－吴国继 （
持有本公司２０，２９１，８８９股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７．８％，以下简称“
上银瑞金－吴国继”）管理人上银瑞金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银瑞金”）的告知函，由于资管计划产品运作需
求， 上银瑞金－吴国继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
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比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份５，２００，０００股 （
例２％）。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的名称：
上银瑞金资本－上海银行－吴国继。
（
二）股东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
上银瑞金－吴国继持有股份２０，２９１，８８９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７．８％。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一）减持计划
１、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资管计划产品运作需求
２、股份来源：通过公司２０１６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股份
３、减持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５，２００，０００股，不超过总股本的２％。
在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１％。
４、减持区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５、价格区间：减持的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而定。
（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拟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
一致：
上银瑞金－吴国继在认购公司２０１６年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做出的承诺：
１、 上银瑞金－吴国继的委托人吴国继先生关于认购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资
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
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相关事宜的承诺如下：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６２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
１）本人资产状况良好，用于认购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或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 本人保证将依照《
上银瑞金－
慧富１６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足额及时地履行出资义务；
（
２）本人认购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份额系出自本人意思表示的独立投资行为，
不存在接受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的情形；
（
３）本人系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的唯一委托人，不存在分级收益或其他任何结
构化安排，任何其他第三方对本人拥有的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份额不享有任何权
益；
（
４）本人全面知悉并确认，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取得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人承诺，在上述锁定期限内，本人
不会转让持有的上银瑞金慧富１６号份额，亦不会退出该资产管理计划；
（
５）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２、上银瑞金承诺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
个月。
三、相关风险提示
（
一）上银瑞金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二）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银瑞金－吴国继严格按照《
证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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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
深
２０１７］９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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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和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上银瑞金－吴国继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
（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四、备查文件
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银瑞金－吴国继股份减持计划的告
１、《
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７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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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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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汉王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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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５５９，１２４，７８４．３８

１，１０４，５０７，７７８．９７

４１．１６％

营业利润

２１０，９４４，６５４．１５

４３，９０８，８６５．３０

３８０．４１％

利润总额

２１２，９０８，４４７．９８

４４，７０１，６５９．８１

３７６．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３，９５８，８０３．１８

３７，４３２，９３５．１８

１７７．７２％

０．４２５３

０．１７２５

１４６．５５％

１１．５１％

４．３４％

７．１７％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２，１０５，３３８，２６８．２０

１，３００，９２２，３１５．７８

６１．８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５１１，４９７，９２２．８７

８５８，８８１，６５３．９５

７５．９８％

２４４，４５４，６４６．００

２１６，９８９，２９２．００

１２．６６％

６．１８３

３．９５８

５６．２２％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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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为２１０，９４４，６５４．１５元，同比增长３８０．４１％；利润总额为２１２，９０８，４４７．９８元，同比
增长３７６．２９％；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３，９５８，８０３．１８元，同比
增长１７７．７２％；基本每股收益为０．４２５３元，同比增长１４６．５５％。
２、上述数据中增减变动幅度达３０％以上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收入及利润增长变动的主要原因：１）随着公司全球营销网络搭建的日
趋成熟，公司数字绘画类产品借助Ａｍａｚｏｎ、ｅ－Ｂａ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ｉｓｈ、Ｌａｚａｄａ等２０多个
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及１５个自建站销往全球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款产品被亚
马逊评“
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 ２０２０年，海外线上购物的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同时线上教育
的教学交互需求激发， 带动了公司笔智能交互业务营收及利润的快速增长，公
司的全球化营销战略得到初步验证。
２）汉王品牌影响力的提升，供应链管理的加强及在子公司数字绘画产品中
使用汉王无线无源电磁技术的产品销售占比的逐步提高，经济效益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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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披露的 《
２０２０年年度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１、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１，５５９，１２４，７８４．３８元，同比增长４１．１６％；营业利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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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２０２０年年度
计，具体数据以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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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

本报告期初

１，６０６，６３６，１２３．４１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

续大力建设三大业务流程体系， 包括ＩＰＤ （
集成产品研发）、ＩＳＣ （
集成供应链）、
从线索到回款）。 通过深化战略落地和业务流程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组织运
Ｌ２Ｃ（
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攻关行业内领先技术，夯实技术积淀；公
司加大了国内市场以及新能源电池和工业互联网两块新领域的开拓力度，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
（
二）变动幅度达３０％以上指标的说明
（
１）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３１．８１％，主要系公司聚焦汽车电
子、新能源、医疗健康和工业互联四大领域的智能制造业务，持续加强新产品和
新客户的市场开拓，同时不断迭代升级解决方案，新能源、医疗健康以及工业互
联ＢＵ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
２）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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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别 同 比 下 滑 ４２．３４％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７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

营业总收入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证券简称：*ＳＴ东洋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４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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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存在被控股股东山
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与违规担
保的情形，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修订）》第１３．３．１ 条
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起被实行其他
风险警示。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一）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
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６），披露了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 经公司与审计机构联合核查确认，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８日，控股股
东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余额为１３６，９８６．６６万元。
（
二）控股股东归还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９日，公司控股股东累计已归还公司非经营性占用资金３０，
０００．００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１０６，９８６．６６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于２０２１
年４月２３日前，继续通过采取多种方式筹措资金，尽快继续归还上述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积极履行还款义务，保障上市公司利益，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目
前控股股东正在积极处置其名下部分资产，但由于存在查封冻结情形，资产变
现与处置尚需时间， 其何时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以及能否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３日前完
成归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尚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归还情况见下表：
序号

日期

归还金额（
万元）

公告编号

刊登媒体

１

２０２０－０６－２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２０－０５１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一

一

合计归还金额

二、违规担保情况
（
一）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股
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刊登了《
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４６），披露了未履行审批决策程序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
余额８２，７５６．０９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４７．７０％。
（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上述担保事项系未经公司内部审批流程，未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且独立董事未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之情况下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
的对外担保。 根据最高院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７ 日发布的《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司认定本次担保
无效，公司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故公司方面已开始通过诉讼、仲裁等法律手段
保护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目前公司已对（
２０１９）鲁０６１２民初３５５６号案件提起上诉
申请，涉及标的金额１８，０２５，７３８．０８元。
公司董事会将全力督促控股股东制定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尽快偿还剩余
占用资金、解决问题。 同时，公司董事会将积极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协商，敦
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尽快通过有效途径偿还借款、消除公司担保责任。
三、风险提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修订）》第１３．３．６条规定，公
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