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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装工程技术咨询；建材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农业机械、汽

公告编号：2021-1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额度
进行内部调剂的公告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图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 7 人。董事长张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 1,360,000 万元， 其中为南京泰新工

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19,010.62

流动负债总额

16,399.83

19,010.62

表决结果：以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获得通过。

1,000 万元。 调整后，公司为南京泰新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3,000 万元，为大连泰铭提供担保的额

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

1,500.00

在 2020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其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保持不变的前提

度为 19,000 万元。 列示如下：

净资产

1,463.48

1,282.56

-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 已审批担保 已使用担保额 可用担保
率
额度
度
额度

申请调整额 调整后担保
度
额度

调整后可
用额度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额度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南京泰新

91.81%

2,000.00

2,000.00

0.00

+1,000.00

3,000.00

1,000.00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改变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担保总

大连泰铭

114.83%

20,000.00

0.00

20,000.00

-1,000.00

19,000.00

19,000.00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完成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仍为

调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7）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

三、备查文件

特此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增减变动幅度（％）

1,322,024,029.15

944,032,874.31

40.04

139,066,260.23

92,123,927.10

50.96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注：2019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未经审计。

（一）本次担保调剂后，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的 2020 年度担保总额度仍为 136 亿元。

3. 截至目前，南京泰新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与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81.2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68.98%。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
0。

（1）公司名称：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

（2）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9 日

（1）公司名称：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3）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金龙寺沟村

（2）成立日期：2006 年 05 月 18 日

（4）法定代表人：郁晓耕

五、备查文件目录

（3）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军大道 9 号

（5）注册资本：1,800 万元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6）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咨询（以上均不含专项审批）；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外装饰

特此公告。

的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2 月 27 日

（7）股权结构图：

等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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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309

130,275,868.33

91,014,050.33

43.14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较上年同期增长达 40.04%，营业利润、利润

公告编号：2021-035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也
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增长分别为 50.96%、43.14%、48.19%、53.97%。
然牢牢抓住了国内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产品和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持续
提升，云安全、大数据等新一代网络信息安全产品销量快速增长，安全服务业务规模进一步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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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另一方面，公司始终坚持高质量、长远化的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经营效率和效能，在持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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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跌价准备 1.57 亿元；存量商业电站受光伏补贴退坡机制等因素影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大研发投入、加强市场开拓的同时，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营收占比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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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 亿元；②光伏制造为顺应单晶电池及大尺寸组件高效产能迭代的市场趋势，公司淘汰落

售净利率得到提升。

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后产能，预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67 亿元；③光纤光棒受 5G 网络建设进度、行业竞争
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 对青海中利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预计计提减值准备 4.38 亿元。 2.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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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48.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122,555,031.53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9,594,366.90

53.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4

1.62

1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4.59%

减少 6.0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2,456,183,721.13

2,172,172,735.80

13.0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1,672,018,320.47
益

1,550,366,512.58

7.85

股本

74,074,075.00

0.00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88023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公告编号：20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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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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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年度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红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2,555,031.5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97%。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
456,183,721.1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3.0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672,018,320.47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7.85%。

控性、供需配套时间延长，公司业务量同比下滑，但费用相对刚性；②2020 年是扶贫收官之

营业总收入

9,009,064,022.19

11,825,098,015.72

-23.81%

年，前期光伏扶贫项目的政策性变化造成大量应收款，部分贫困县受扶贫指标等变化因素，导

营业利润

-2,444,523,727.72

245,009,044.39

-1097.73%

利润总额

-2,460,593,185.71

216,047,717.54

-123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848,688,312.11

54,624,929.58

-5315.00%

-3.27

0.06

-5546.07%

-39.32%

0.63%

-39.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6,357,757,196.87

21,412,147,286.16

-2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824,818,219.03

8,664,201,695.33

-32.77%

871,787,068.00

871,787,068.00

0.00%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6.68

9.94

马红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马红军先生的辞任不会对公司日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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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
诺。
在此， 公司及董事会对马红军先生在担任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

致部分应收账款折让；③国内商业电站因补贴指标政策性变化，导致部分电站转为平价项目
及国补资金延迟发放等，电站出让价格远不及预期、贬值严重；④光纤光棒受行业影响，业务
量暂时性下滑。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635,775.72 万元，较期初下降 23.61%；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2,481.82 万元，较期初下降 32.77%，主要是本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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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1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2020 年度业绩预告》

-32.79%

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注：表格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马红军先生承诺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6,659,939.8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8.1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增减变动幅度
（％）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马红军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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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322,024,029.1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04%；归属于母

上年同期

股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马红军

告为准。

本报告期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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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项目

基本每股收益（元）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7.85

报告期内，①公司在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与关心下，期末基本收回了前期光伏扶贫工程逾期
应收款，但前三季度仍受资金短缺影响，同时因全球疫情爆发，海外项目停工、国际物流不可

特此公告。

92,220,437.39

步测算，公司 2020 年度预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约 13.63 亿元。 其中①光伏扶贫电
站受国家不再下达新的光伏扶贫指标及回款不达预期等影响，预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136,659,939.82
利润

20.93

形。

1. 基本信息

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均能保持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公司仍

上年同期

74,074,075.00

-4,465.17

拓和渠道合作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深化了战略布局；提升了项目管理、质量管理和技术服务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
22.57
股净资产（元）

-180.92

工及工程总承包；物业管理；市政工程建设、委托经营和养护；设备安装；施工预决算，建筑安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总资产

-147.48

-396.11

2021 年 2 月 27 日

以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

利润总额

-483.06

净利润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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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4,465.17

-4,974.82

1.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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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6）主营业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总承包；建筑安装工程、园林工程、景观工程的设计，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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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4,872.66

净利润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事项是对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

会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项目

利润总额

支持，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

工程设计施工； 国内一般贸易。 （依法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公告编号：2021-009

0.00

要求、担保有效期和担保授权均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5）注册资本：3,000 万元

董 事

证券简称：安恒信息

119.21

（二）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法定代表人：曹平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7,078.21

致。
（一）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 1~10 月

11,921.49

度，有助于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事项，相关担保

2020年 1~10 月

营业收入

4. 南京泰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019年度

1,360,000 万元， 相关担保要求、 担保有效期和担保授权均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一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额度调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16,399.83

详见另行披露的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额度进行内部

-22,667.36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改变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担保总额

负债总额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0.00

-18,202.18

三、董事会意见

2020年 10 月 31 日

意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总额度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将上述二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保要求、担保有效期和担保授权均与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8,000.00

20,293.18

额度进行内部调剂：将南京泰新的担保额度调增 1,000 万元，同时将大连泰铭的担保额度调减

额度，有助于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事项，相关担

103,947.86

银行贷款总额

17,863.32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公司名称

140,941.01

资产总额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的议案

额度调增 1,000 万元，同时将大连泰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调减 1,000 万元。

103,947.86

流动负债总额

4. 大连泰铭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单位：万元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 2020 年度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的议案》。 董事会同

下，对其中二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进行内部调剂：将南京泰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担保

81,280.50

140,941.01

3. 截至目前，大连泰铭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与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2. 主要财务数据

2021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临时）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2,738.83

注：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泰新”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00 万元，为大连泰铭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大连泰铭” ）提供担保的额度为 20,000 万元。

2020年 10 月 31 日

负债总额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经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20 年度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2019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净资产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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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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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00,906.40 万元，同比下降 23.81%；公司利润总额 -246,

特此公告。

059.32 万元，同比下降 1238.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868.83 万元，同比下降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315.00%。 主要原因是：1.公司及子公司在本报告期末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经公司初

2021 年 2 月 26 日

感谢。

2、报告期主要影响经营业绩的因素

特此公告。

2020 年，公司整体经营状况稳定向好，主要得益于：网络信息安全行业的较快速发展；公司

杭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并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提升产品平台的竞争力；行业布局不断深化；市场开

2021 年 2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544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3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2021-00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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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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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完成了年度目标。
2、出口销售部分：凭借团队的快速应变能力和规模生产优势，公司较好地满足了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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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广东万和新电气股

因新冠疫情影响爆发的产品需求，例如燃气烤炉、烟熏机、脱水机等产品，同时通过不断扩展产

公司” 或“万和电气”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品品类，深度挖掘现有客户市场潜力，进一步加快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从而实现海外销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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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增长。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凝心聚力、变革突破” 为经营主旨，依靠
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继续保持公司业绩平稳向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

增减变动幅度（％）

266,619,593.80 元，同比增长 0.75%；实现营业利润 759,789,361.37 元，同比增长 7.24%；实现利
润总额 734,159,148.27 元，同比增长 0.8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30,470,916.24 元，

6,266,619,593.80

6,219,710,301.45

0.75%

营业利润

759,789,361.37

708,472,746.00

7.24%

利润总额

734,159,148.27

728,283,531.47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470,916.24

598,082,302.18

5.42%

截至 2020 年年末，公司总资产 7,752,974,605.17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

0.85

0.80

6.25%

078,943,226.04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854 元， 较期初分别增长 11.34%、

16.06%

1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下降 1.12 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6,963,238,646.12

11.3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78,943,226.04

3,732,228,823.05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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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3,600,000.00

743,6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4854

5.0191

9.2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项目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如有）、会计机构负责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2020 年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引发的严防严控冲击全球经济，公司整体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增减变动幅度
（％）

上年同期

6,295,416,205.51

6,226,206,733.60

1.11%

营业利润

137,318,197.01

79,789,314.77

72.10%

利润总额

138,185,289.27

79,874,207.51

7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060,809.50

36,596,623.17

159.75%

0.17

0.06

183.33%

4.47%

1.77%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增减变动幅度
（％）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9,089,030,629.73

7,686,788,285.78

1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15,404,383.36

2,077,679,686.39

69.20%

683,319,825.00

571,157,220.00

19.64%

股本

四、备查文件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16

3.64

41.76%

四、其他说明
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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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27 日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上渠道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受疫情影响较大， 线上购物积极性变强， 销售业绩实现持续平稳增

董事会

长；国内 OEM 方面，公司围绕用户需求研发产品，主动营销，深挖客户需求，积极开拓市场，超

2021 年 2 月 26 日

证券代码：300698

证券简称：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6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期减少 4.08%。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告编号：2021-010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等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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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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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768,799.90

1,118,070,925.69

-25.16

营业利润

-93,284,587.06

10,655,229.70

-975.48

利润总额

-100,502,688.61

11,679,290.29

-96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0,106,451.74

7,191,091.30

-135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02

-1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0.36%

-4.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97,949,660.91

3,151,302,506.27

-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184,780,254.90

2,004,480,772.25

8.99

股本

566,930,368.00

472,441,974.0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85

4.24

-9.20

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 营业总收入下降 25.16%， 营业利润下降 975.48%， 利润总额下降
960.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1353.03%，基本每股收益下降 1000.00%，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4.73%。 期末总资产较期初下降 1.69%，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较期初增长 8.99%，期末股本较期初增长 20.00%，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较期初下降 9.20%。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变动较大
的原因主要为：
1、报告期内，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本期执行订单较上年同期明显减少；受国外新冠
疫情影响，公司子公司新峰管业生产所需的部分进口原材料无法准时到货，影响了订单交付。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下滑。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
生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等计提了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计提金额最终以审计机构确认的数据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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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中的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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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情对公司经营情况冲击较大，而公司通信业务板块因行业周期致使收入下降因素仍然存在，
医疗板块尚处于投入培育阶段，利润贡献较少。 因此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利润及每股收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注：上述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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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披露的《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8,000 万元至 9,000 万元，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 118.6%～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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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506.08 万元，好于原预期，较前次
披露的业绩预计上限高 5.62%，处于正常估计误差范围内。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国内销售部分：传统线下零售渠道因疫情影响导致消费受限，全年总体呈下滑趋势；线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面对突发新冠疫情，迅速组织复工复产，克服了重重困难，有效推进各项重点经营工
作，实现营业总收入 629,541.62 万元，同比增长 1.11%；实现营业利润 13,731.82 万元，同比增长 72.10%；
实现利润总额 13,818.53 万元，同比增长 73.0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06.08 万元，同比
增长 159.75%；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1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3.33%。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市场战略，持续加强技术创新，跟进市场需求并采取有效营销
措施加强市场开拓，故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公司经营规模仍能保持稳定且略有增长，其中：①运营商
业务群保持全国最大独立第三方设计院地位，本年度抓住 5G 新基建机遇，订单增长较好，取得了 5G 新
基建业务的良好开端；②政企业务群细分行业地位继续保持领先，轨道交通业务增长稳定向好；③高端
装备制造业务群订单增长迅猛，超额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2）本年度一方面受益于新冠疫情影响下资金利率下调的政策，公司借款成本有所下降，另一方面
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回笼资金，减少了借款规模，因此整体财务费用同比下降 10%左右。
（3）公司本年度取得的政府补助收入同比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 18.2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年初增长 69.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年初增长 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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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增长， 主要原因是
公司 2020 年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增加了所有者权益，以及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有较
大幅度的增加所致。
3、股本变动情况说明
2020 年 12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开启申购。12 月 24 日，公司指定的专用账户收到募集资金。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大信验字[2020]第 1-00221 号《验资
报告》。截止本报告期末（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总股本为
577,993,987 股。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 105,325,838 股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
增股份后公司总股本由 577,993,987 股变更为 683,319,825 股。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业绩虽逐季度呈恢复态势，但各个渠道的表现分化还是较为明显。

单位：元

9.29%和 9.29%。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整体良好，经营资金充足，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7,752,974,605.17

股本

一、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

同比增长 5.42%。

总资产

证券代码：002671

项目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002543

单位：万元

纪与代理；装饰装修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苗木种植、销售；煤炭、焦炭批发。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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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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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88023

2. 主要财务数据

车（限九座以下乘用车）、摩托车及零配件、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贸易经

益等指标均有下降。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741.88

46,913.51

-4.63%

营业利润

-721.05

1139.81

-163.26%

利润总额

-668.07

1116.30

-15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53.47

394.35

-392.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61

0.0294

-392.86%

-3.05%

1.03%

-4.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2,475.21

77,759.13

-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7,363.72

38,454.92

-2.84%

股 本

13,400

13,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2.7883

2.8698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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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4,741.8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63%；实现营业利润
-721.0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63.26%； 实现利润总额 -668.07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72,475.21 万元，比期初减少 6.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 37,363.72 万元，较期初减少 2.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7883 元，
较期初减少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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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万马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预告补充公告》中的全年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揭示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本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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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9.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53.4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2.50%；基

董事会

本每股收益 -0.0861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2.8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5%，较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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