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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三次
董事会（
现场结合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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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东华科技”）第七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６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６日在公司Ａ楼１９０６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吴光美董事长主
持，应出席董事７人，实际出席董事７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通过《
有效表决票７票，其中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详见发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２０２１－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００５号 《
见，独立意见全文发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的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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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东华科技”）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６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２
月２６日在公司Ａ楼１６０６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绘锦主持，应出席
监事３人，实际出席监事３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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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等规定，计提依据合理，能够公允地反映
了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该计提事项提交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审议程序规范。
有效表决票３票，其中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详见发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７日 《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２０２１－
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００５号《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七届二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5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
关于
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不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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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 准确地反映本公司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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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按照谨慎性原则，本公司对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等
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分析和相应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
（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１、资产范围：本公司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
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合同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等。
２、计提金额：经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４，２３５．５２万元人民币，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２７８．１４万元人民币，刚果（
布）蒙哥
以下简称“
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
１２００ｋｔ／ａ钾肥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项目（
资产组合（
存货、合同资产及预付款项）减值准备６，４９９．１０万元人民币，应收票据
坏账准备１５７．３０万元，合同资产（
不含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减值准备８，
２９８．６８万元，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４８０．５８万元，合计１９，９４９．３２万元人民币，占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１１２．７４％。
三）报告期间：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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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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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
五）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的说明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
资产减值”的规定，本
公司对需单项说明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项目说明如下：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资产减值准备
１、刚果（
（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预付款项计提坏账准
１）２０２０年度，本公司计提的刚果（
备６，４９９．１０万元，占本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
值的比例在３０％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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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１２，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２％。
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于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３个交
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２％。
３、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１６２，５５８，２９１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７％。
一、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情况
关于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８日披露了《
第一大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０－０３１），公司第一大
股东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宝源投资”）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
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１，８００万股，占公司总股本不超过３％。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 将于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个交易
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将于公告披露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的
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９０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２％。 详见《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宝源投资于 ２０２０ 年９月１７日－９月２８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９
５９９．９１９８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 １．００％【
月２９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临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之公告（
２０２０－０４５）】。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宝源投资预披露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公司于 ２０２０年１１
月１２日披露了 《
关于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２０２０－０５０），详见《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近日，公司收到宝源投资发来的《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及预减持股份的告
知函》，宝源投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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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６，４９９．１０
０．００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预付款项坏账计提办法。

本期计提数额
（
万元）

６，４９９．１０

计提原因

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度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未能按原计划重
启，已签订未执行完毕的采购合同亦不能按原计划继续执行。 为防范出现更大
的损失，公司决定对相关采购合同开展处置工作。 由于系公司方面的原因导致
以上采购合同未能按照约定执行，公司结合采购合同的实际情况，认为相应预付
款项收回的可能性极小，预付款项预计将形成损失。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１、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
１）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９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一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
及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证券代码：６００９６１

账面价值
（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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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红宝丽

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资产组合
（
存货、合同资产及预付款项）

项目进展情况：２０２０年，公司与相关方等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切实关注项目进展
情况。 同时结合项目已签订未执行完毕采购合同的实际情况，对相关合同开展
了处置工作。
具体计算过程：在２０１９年预计损失分析过程的基础上，结合２０２０年项目的最
新情况，仍选择从继续建设的角度结合与供应商就处置相关已签订未执行完毕
存货、合同资产及预付款项）可收回金
采购合同的沟通情况，考虑项目资产组合（
额。
经综合分析项目已支付的基本不存在收回可能的采购合同预付款项应计提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 坏账准备，２０２０年度将在以前年度已计提的资产组合（
存货、合同资产及预付款
项）减值准备基础上继续计提减值准备。 鉴于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已完成部分采购合
算过程
同处置协议的签订，对应的预付款项８，６５６．２１万元（
以前年度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已确定不可能收回，公司将该部分预付款项予以核销，对应坏账准备相应转
出。 核销该部分预付款项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资产组合
存货、 合同资产及预付款项） 可收回金额为０， 累计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３１，
（
其中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１７，５３９．２１万元，合同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
７４２．８９万元（
６，８３７．９０万元，预付款项坏账准备金额为７，３６５．７８万元），较之前已计提的资产组
合减值准备增加了６，４９９．１０万元。 因此２０２０年将计提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
资产组合减值准备６，４９９．１０万元。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６５

资产名称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
股）

减持比例
（
％）

宝源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１７ 日－
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８日

５，９９９，１９８

１．００

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含该
等股份进行权益分派而相应增加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２）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东名
称

宝源投
资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

股 数
（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 数
（
股）

占总股本 比
例（
％）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６８，５５７，４８９

２８％

１６２，５５８，２９１

２７％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６８，５５７，４８９

２８％

１６２，５５８，２９１

２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２、其他相关说明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深
１）宝源投资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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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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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２）宝源投资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其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
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二、股东新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１、股东的基本情况
（
１）股东名称：江苏宝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２）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宝源投资持有公司股份１６２，５５８，２９１股，
占公司总股本２７％。
２、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２％）。
１）减持数量及比例：不超过１，２００万股（
（
２）减持原因：为了促进公司持续长远发展，支持公司打造环氧丙烷－聚醚、
醇胺及衍生物产业链，建设环氧丙烷项目，宝源投资于２０１６年融资参与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已陆续进入还款期，为此，宝源投资本次计划减持股份筹集资金用
于归还借款。 宝源投资本次减持之后，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率，更有利于
支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
３） 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及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
含该等股份进行权益分派而相应增加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４）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
（
５）减持期间：根据规定履行公告义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股份的，将于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９０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１％；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０８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

股）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２８，６１２，４８１

３、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４３．３４

（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朗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及
《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六）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公司在任董事９人，出席４人，董事郭文忠先生、侯晓鸿先生和独立董事胡
晓东女士、虞晓锋先生、樊行健先生因有其它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２、公司在任监事６人，出席３人，监事唐飞跃先生、张华先生、吴春泉先生因
有其它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３、董事会秘书陈湘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周王华先生列席本次会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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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收到安徽省科学技
术厅、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本公司再次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编号为ＧＲ２０２０３４００３６４９，发
证日期为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相关规定， 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将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
企业相关优惠政策，并按１５％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公司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在原证书有效期满后的重新认定。 由于
２０２０年本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暂按１５％的税率预缴了企业所得税，因此，该税收
优惠政策对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３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 ９０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２％。
（
６）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３、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
１）宝源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承诺：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宝源投资在公司２０１６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作出承诺：
若红宝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成功发行并上市，
本单位认购的红宝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３６个月内， 不转让也不委
托他人管理。
截至本公告日， 宝源投资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４、相关风险提示
（
１）宝源投资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具体的减持时间、数量、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
２）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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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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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４）公司将持续关注宝源投资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及预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１、宝源投资《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６５

证券简称：红宝丽

公告编号：临２０２１－０1０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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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二、议案审议情况
（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议案名称：关于聘用会计师事务所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Ａ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

２２８，５８６，１８１

９９．９９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7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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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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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东华工程科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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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５，２０４，２４４，３８８．５３

４，５１７，９９５，９９６．３０

营业利润

２５７，４０８，５０９．４９

２０１，５１８，４７３．３６

２７．７３

利润总额

２３３，５７０，５６６．８６

２００，９６１，３５４．７４

１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９８，２２７，９９８．３４

１７６，９４７，６４８．３５

１２．０３

０．３７

０．３３

１２．１２

８．６６％

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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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１９

０．５０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８，１６２，４４０，１９９．５７

６，６７３，５６９，１４７．３９

２２．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３７０，８２５，３６９．１３

２，２１８，９２１，４７５．１９

６．８５

５４５，３６６，４４０．００

５３５，２４１，４４０．００

１．８９

４．４３

４．１５

６．７５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注：
１、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２日，公司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并上市，总股本由５３５，２４１，４４０
股增加至５４５，３６６，４４０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以本报告期期
末、本报告期期初的普通股总额为基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５２０，４２４．４４万元，同比增长１５．１９％；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９，８２２．８０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０３％。
（
一）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２０２０年公司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着力推进总承包项目复工复产工作，在建总承包项目规模进一步
扩大并且进展正常，按完工进度确认的收入同比有所增加。
（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通过设计
优化、降本增效等精细化管理手段，整体项目收益率有所增长，且营业收入总体
增长。 由于受到刚果（
布）钾肥总承包项目等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略低于营业收入。
三、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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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２５９，２２０．０３

２３８，２８０．０１

８．７９％

营业利润

１４，９７０．６５

１０，２５８．５９

４５．９３％

利润总额

１５，１７８．４６

１０，２７５．９５

４７．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２，３８０．６４

８，９２７．７０

３８．６８％

０．２１

０．１５

４０．００％

７．５３％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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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９％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４２９，８５０．７６

３８１，８０９．９３

１２．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６６，５１９．１５

１５６，５８６．４１

６．３４％

６０，２０５．８１

６０，２０５．８１

０．００％

２．７７

２．６０

６．５４％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元）

注：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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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９，２２０．０３万元，比上年增长８．７９％；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２，３８０．６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８．６８ ％。
本年度，尽管疫情公共卫生事件对公司产品销售造成一些影响，但公司积极
采取措施有效应对，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开发新产品和新应用领域，开拓国内外
市场，巩固和扩大产品销售量，下半年组合聚醚产品结合冰箱（
柜）冷藏市场需求
销量创新高；组合聚醚和异丙醇胺产品定价采取盯着环氧丙烷价格之策略，上半
年环氧丙烷价格低位波动，三季度快速上涨，四季度相对高位运行，以致四季度
产品成本维持较高水平，公司采取降本增效措施，加强管理，控制经营成本。 ９月
３０日，公司泰兴基地环氧丙烷项目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投入生产，项目基本上
满负荷运行，项目贡献经营利润，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带来支撑，考虑资产清理
及减值计提等损失，本年度净利润增长３８．６８％。
２、财务状况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总资产４２９，８５０．７６万元，比年初增加１２．５８％。 主要为泰
兴基地环氧丙烷生产投入，以及聚醚产品经营活动开展，存货及应收款项增多，相
应银行借款也随之增加。 公司加强对资产管理，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质量较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披露的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１２，０００万元～１６，２５０万元，比上年增减变动幅
度为３４．４％～８２％。 现经初步核算，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２，３８０．６４万元，比上年增长３８．６８％，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会计主管
１、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
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内部审计部门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 ２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４

议。

股东类型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6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０

安徽鸿路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

票数
２６，３００

弃权
比例（
％）
０．０１

票数

比例（
％）
０

０

（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鹰、刘杨
２、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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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３，４６０，００７，７３５．１２

１０，７５４，９１８，３８６．３８

２５．１５％

营业利润

１，０２２，３１９，８８８．８３

６７１，０９６，１９７．５５

５２．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０１９，４４１，３３５．３３

６７８，０７８，５１１．３４

５０．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９５，３３７，５９６．０３

５５９，１１６，４２４．７０

４２．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１．５２

１．０７

４２．０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５．０４％

１１．９６％

３．０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１６，２２０，２６３，４５２．４９

１２，７５２，５０２，１０８．２４

２７．１９％

５，９９６，０９９，０５５．３６

４，９３８，０２０，８２３．０５

２１．４３％

股本

５２３，７１８，８５３．００

５２３，７１８，８５３．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１１．４４９１

９．４２８８

２１．４３％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００２８３６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５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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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渤海租赁”或“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３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二
次临时董事会。 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金川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调整公司下属子公司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
１．审议并通过《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表决通过。
为确保公司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公司分别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８
日、５月２１日、９月１５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２０１９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贷
２０２０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
款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下属子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贷款额度预计的议
案》。 根据上述审议授权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Ｓｅａｃｏ ＳＲＬ（
含全资或控股ＳＰＶ及
子公司）（
以下简称“
含全资或控股ＳＰＶ及子公司）（
以下简
Ｓｅａｃｏ”）和Ｃｒｏｎｏｓ Ｌｔｄ（
称“
Ｃｒｏｎｏｓ”）２０２０年度贷款额度合计不超过３５亿美元或等值外币，授权有效期至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４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４１
债券代码：１２８１３４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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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衡山东路１２号株冶集团会
议室
（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２、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应收账款资产减值计提办法，２０２０年度公司按照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３、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合同资产减值计提办法，２０２０年度公司按照预期
信用损失模型对合同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其中：针对内蒙古康乃尔３０万吨／年煤
制乙二醇项目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２，５７１．７５万元人民币，主要原因是公司结合
与内蒙古康乃尔拖欠本公司工程进度款诉讼判决的最新执行情况和该项目公司
整体资产的评估情况，认为该项目账面合同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风险。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１６，９０１．１８万元， 减少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为１６，９０１．１８万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最终数据以年度审计机
构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计１９，９４９．３２万元， 占２０１９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绝对值的
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会计政策相
比例为１１２．７４％。 上述资产减值准备系根据《
关规定，经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而计提，计提依据充分、合理，可更为公
允、真实地反映本公司资产状况和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
四、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１、监事会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等规定，计提依据合理，能够公允地反映
符合《
了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该计提事项提交本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程序规范。
２、独立董事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对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事项进行核查，我们认为：公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依据
司该计提事项符合《
充分。 公司该计提事项系遵循稳健的会计原则，合理规避财务风险，公允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涉及利
润操纵。 公司该计提事项审议程序规范，我们一致同意实施该项计提。
五、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３、董事会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４、独立董事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根据业务开展需要，Ｓｅａｃｏ及Ｃｒｏｎｏｓ拟充分利用近期集装箱市场较为活跃的
融资环境，进一步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为提高融资效率，根据Ｓｅａｃｏ及
Ｃｒｏｎｏｓ后续融资需求， 公司将２０２０年度Ｓｅａｃｏ及Ｃｒｏｎｏｓ贷款额度由３５亿美元调增
１６亿美元至合计不超过５１亿美元或等值外币，融资方式包含但不限于抵押贷款
融资、应收租金权益质押贷款融资、信用贷款融资、股权质押融资、票据融资、境
外人民币或外币债券融资、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融资、短期融资券融资、私募债券
融资、公募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等债务融资方式。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经理（
首席执行官）就上述额度范围内的融资业
务作出决定并签署相关文件， 单笔金额超过公司２０１９年经审计净资产１０％的贷
款，公司将根据贷款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贷款额度预计的授
权期限至２０２０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１．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１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新宏泽

１、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２０２０年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 经营状况良好， 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３，４６０，
００７，７３５．１２元，较上年增长２５．１５％；实现营业利润１，０２２，３１９，８８８．８３元，较上年
增长５２．３４％；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１９，４４１，３３５．３３元，较上年增长５０．３４％；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７９５，３３７，５９６．０３元，较上年增长４２．２５％。 公司经营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增长。
２、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１６，２２０，２６３，４５２．４９元，同比增长２７．１９％；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５，９９６，０９９，０５５．３６元，同比增长 ２１．４３％。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 根据相关规定未对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
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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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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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路钢结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１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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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案基本情况
原告江阴颖鸿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被告江苏联通纪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江阴联通实业有限
与第三人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江阴源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江阴源顺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六颖康、
周慧玲就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向江阴市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江阴法院”、“
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９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董
事会决议等。 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
ｃｏｍ．ｃｎ）、《
收到法院传票及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
０４１）。
传票》，江阴法院
２０２０年７月底，公司收到代理律师送达的江阴法院出具的《
将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１４日下午１４时３０分开庭审理（
２０２０）苏０２８１民初２８３０号案件。 具
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１日在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６５）。
传票》，江阴法院
２０２０年８月底，公司收到代理律师送达的江阴法院出具的《
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２５日下午１４时３０分开庭审理（
２０２０）苏０２８１民初２８３０号案件。 具
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９日在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收到江阴市人民

法院〈
传票〉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７７）。
传票》，法院将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公司收到代理律师送达的江阴法院出具的《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下午１４时继续开庭审理（
２０２０）苏０２８１民初２８３０号案件。 具体
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在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收到江阴市人民法院
报》、《
上海证券报》、《
〈
传票〉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８９）。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底，公司向江阴法院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
讼， 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
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诉讼进展
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０９０）。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接到代理律师通知，江阴法院以短信方式向代理律师送达了本案
相关法律文书，江阴法院将定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下午１４时再次开庭审理（
２０２０）苏
０２８１民初２８３０号案件。
三、本次公告诉讼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在诉讼审结之前，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
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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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