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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５６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８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９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债券简称：辉隆定０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９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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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１，６４６，９６６．７２

１，８６２，６０８．３３

－１１．５８％

营业利润

３０，９９４．５６

２２，６４９．５２

３６．８４％

利润总额

２７，５２３．５７

２４，７１７．７４

１１．３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２３，４０５．５３
润

１９，３４５．０４

２０．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２３

２１．７４％

０．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８．３４％

项 目

７．６９％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８１８，２２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３１８，０５３．６７
者权益

２５７，６５３．４６

２３．４４％

８３，５９５．３７

８．０３％

３．０８

１４．２９％

９０，３１１．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３．５２
净资产（
元）

１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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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和洪灾的严峻考验，公司高举为
农服务大旗，聚焦目标任务，凝聚发展共识，落实措施保障，实现了稳健发展。
公司营业总收入为１，６４６，９６６．７２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１１．５８％，主要原因是
受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化肥、化工产品销售及出口业务规模同比下降。 营业
利润为３０，９９４．５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６．８４％；利润总额为２７，５２３．５７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１１．３５％；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３，４０５．５３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２０．９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坚定“
工贸并举、工业强企、以工带贸、以贸助工，
以工哺农”的发展方向，工业板块成为推动公司发展的强劲动力，公司工业板块
业务发展态势良好，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公司并未披露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预计，因此与前次业
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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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５６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８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９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债券简称：辉隆定０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０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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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 并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在公
司１９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贵华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到８位董事，实到８位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公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就《
案》发表了意见。
（
《
公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８３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４０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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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５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挂牌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
转让控股子公司山东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转让相关控
股子公司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６日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
ｃｏｍ．ｃｎ）《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３３）。
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股权转让进展情况如下：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
司山东怡坤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在深圳市怡亚通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
ｈｔｔｐ：／／ｚｃ－ｐａｉｍａｉ．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上
进行公开竞价， 最终以人民币２，０６４万元的价格完成本次挂牌转让山东怡坤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交易。
２、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
司山东顺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在深圳市怡亚通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ｈｔｔｐ：／／ｚｃ－ｐａｉｍａｉ．ｔａｏｂａｏ．ｃｏｍ）上进
行公开竞价， 最终以人民币１，６８６万元的价格完成本次挂牌转让山东顺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交易。
３、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挂牌转让控股子公
司山东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４日在深圳市怡
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
ｈｔｔｐ：／／ｚｃ－ｐａｉｍａｉ．ｔａｏｂａｏ．
ｃｏｍ）上进行公开竞价，最终以人民币２，４００万元的价格完成本次挂牌转让山东
怡达鑫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６０％的股权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８３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４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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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
东深圳市怡亚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怡亚通控股”）函告，获悉怡亚通
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已办理质押延期购回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名称 股东或
一致行
动人
深圳市怡
亚通投资
控股有限
公司

否

本次延期
购回股数

初始
交易日

１２７，５４９，７９９ ２０１７年２
股
月２７日

到期
购回日

延期购回
日

质权人

国信证券
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０２１年８月
股份有限
２５日
２５日
公司

本次延期购回
股数占其截止
用途
本公告披露日
所持股份比例

３３．６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债券简称：辉隆定０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1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增减变动幅度（
％）

９０９，６４０．９４

股本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５６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８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９

０．６５％
本报告期初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就《
表了意见。
（
《
公司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
二）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融资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怡亚通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３７８，９７９，７９９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１７．８５％。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为２２６，０４９，７９９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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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０日以送达和通讯的方式发出， 并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书明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出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全体监事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综合考虑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等因素，公司审慎决定，拟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本次终止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
二、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
分；公司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２０２０年度的经
营成果。 因此，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５６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８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９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债券简称：辉隆定０２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2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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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
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２０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相关议案。 公司
拟向不超过３５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发行数量为不超过２７０，８６２，９８５
股（
含２７０，８６２，９８５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１０８，３６８．１１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召开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议案。
其所持公司股份的５９．６５％，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０．６５％。
三、其他事项
怡亚通控股承诺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怡亚通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８３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４2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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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上年同期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未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申请文件。
二、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
机构等一直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各项工作。 综合考虑监管
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公司审慎决定，拟终止
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三、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会事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同意终止公司２０２０年非公开行股票事项。 根据公司 ２０２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授权， 该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四、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针对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募集资金项目，公司将根
据项目进度以自筹资金组织实施，确保项目按建设规划与时间计划高质量完成，
全面推动工贸一体化进程。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
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及审议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终止
２０２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综合考虑监管政策及资本市场环境的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
公司审慎决定，拟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终止２０２０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七、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５６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８
债券代码：１２４００９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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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
司关于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为真实、准确、客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各项需要计提减值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和分析， 对预计存
在较大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款项、 存货、 商誉及其
他，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约 ８，３０８．６６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即２０１９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１９，３４５．０４万元的４２．９５％，具体如下：
项目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应收款项

４，００２．４６

存货

３，４００．２７

商誉

６１４．９０

其他

２９１．０３

合计

８，３０８．６６

注：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
审计数据为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９８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３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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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省章丘鼓风
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公司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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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１，１２８，７９７，９８５．８９

１，０７８，６４８，１７３．９２

４．６５％

营业利润

１０３，７５４，８１６．８１

８１，１１７，８３０．１８

２７．９１％

利润总额

１０３，９３３，７０６．３９

８０，９３９，０００．０２

２８．４１％

９３，６５５，００３．４３

７５，１４９，７１１．４８

２４．６２％

０．３００２

０．２４０９

２４．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４％
本报告期末

８．８７％
本报告期初

１．８７％
增减变动幅度

６９，０２８，７８１，６２２．００

７２，０２５，１３１，４９３．００

－４．１６％

营业利润

１０６，７２１，２８８．００

１６，８００，７５３．００

５３５．２２％

总资产

１，５４６，２６４，８３４．８９

１，３７３，９０１，６１４．６７

１２．５５％

利润总额

１１９，４３８，７６７．００

２２，１４７，０４４．００

４３９．３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９０，１３５，４２４．７５

８５４，７２５，４２６．８３

４．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５，４５３，１７０．００

９０，１４１，７２２．００

３９．１７％

股本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６

０．０４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２．８５

２．７４

４．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１０％
本报告期末

１．５３％

０．５７％

总资产

４２，２９２，４８１，３１８．００

４１，９０１，２８２，１０５．００

０．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５，９０８，８４１，０４１．００

５，９３１，４２３，０５５．００

－０．３８％

股本

２，１２２，６９７，８１９．００

２，１２２，６９７，８１９．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８

２．７９

－０．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增减变动幅度
（
％）

本报告期初

注：１、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２、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
标以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２，５４５．３２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长３９．１７％；实现营业总收入６，９０２，８７８．１６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４．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包括：１、公司加强精细化管
理，提高人均产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 ２、公司采取积极
措施，优化融资结构，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３、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大幅上
升。
报告期内，３８０新流通服务平台精细化管理，对原有部分项目进行关停并转
的优化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对营业总收入造成了影响，是公司在调整发展战略
与经营布局时做出的必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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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
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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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１９
债券代码：１１３０３９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机构的公告
变更为长城证券指定的白毅敏先生、史屹先生。 保荐代表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对安信证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过程中所做的努力表示
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历：
１、白毅敏，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董事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 白毅敏先
生历任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副董事等职，曾作为现场负责人完
成了博雅生物创业板ＩＰＯ项目、国发股份和金科股份非公开发行项目、万邦达、
天康生物和博雅生物等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项目， 并参与完成了新宙邦、奋
达科技、黑芝麻、拓邦股份等ＩＰＯ或再融资项目。
２、史屹，长城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学
历。 曾先后任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华泰联合证券和平安证券，
曾参与林州重机、乔治白、伊之密、欧浦钢网、华帝股份等项目的审核，并曾作为
项目组成员参与完成全通教育、天康生物、博雅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金科股
份非公开发行，波斯科技、顺电股份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等项目。

１、经营业绩说明：２０２０年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上下游产业链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特别是一季度，上下游各行业不能全面复工复产，公司自身也不能
全面复工复产，物流不通，影响发货。 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和市场变化，公司董
事会和管理层积极应对，化解疫情风险，努力减少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坚持
“
一切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狠抓产品质量，深耕内部管理，理顺管理流程，从４
月份开始公司生产、销售、订单逐步企稳，经营业绩逐步好转。
２０２０年度公司订单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１１２，８７９．８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５％；实现利润总额１０，３９３．３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８．４１％；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９，３６５．５０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４．６２％。
２、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１５４，６２６．４８万元，较本报告期初
增长１２．５５％；负债总额为６４，５２０．６０万元，资产负债率为４１．７３％；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８９，０１３．５４万元， 较本报告期初增长４．１４％； 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未对２０２０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
并披露。
四、备查文件
１．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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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６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１４
转股代码：１９１０３９
转股简称：嘉泽转股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
二级全资子公司宁夏嘉骏售电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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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嘉隆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自
有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嘉骏售电有限公司。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投资事项的决策权限属于董事长权限，
●根据《
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投资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情况概述
为适应电力体制改革的需要，延伸公司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开拓能源市场、
完善公司的战略布局，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宁夏嘉隆新能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宁夏嘉骏售电有限公司。
根据《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投资事项的决策权限属于董事长权限，无
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夏嘉骏售电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６４０１００ＭＡ７６ＬＮＴＥ１Ｅ

住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兴水路１号绿地２１城Ｄ区４４号楼３０１号房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万元

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成立日期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法定代表人

杨洁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供电业务；发电、输电、供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节能管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合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同能源管理（

（
二）股东情况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宁夏嘉隆新能源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００％

合 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三、该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设立售电公司，符合当前国家加快推进售电侧改革政
策要求；有利于公司借助当前电力市场改革契机，依托政策支持和区域优势，快
速拓展在电力销售市场的相关业务，构建在配售电业务上的产业布局，培育新的
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电力市场的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８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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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聘请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安信证
券”）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履行该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的
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限为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４日至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８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召开２０２１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由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城证券”）担任保荐
机构，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１日与长城证券签订了相关的保荐协议，持续督导期间
为自公司本次发行的证券上市之日起计算的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的两个完整
会计年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
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
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２月
保荐协议终止确认书》。 因此，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机
２６日与安信证券签署了《
构将由安信证券变更为长城证券，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
作将由长城证券承接，保荐代表人由安信证券指定的王志超先生、李栋一女士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13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２０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证券代码：３００７３６
证券代码：３００８１３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债券简称：辉隆定转
债券简称：辉隆定０２

（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本公司对在单项工具层面能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的应
收账款单独确定其信用损失。
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据时， 本公
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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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４，００２．４６万元。
（
二）存货跌价准备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 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
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 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
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
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
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
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
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
货， 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
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
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公司报告期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３，４００．２７万元。
（
三）商誉减值准备
现更名为安徽辉隆万乐米业有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收购安徽万乐米业有限公司 （
限公司），因此收购事项，合并报表形成商誉６１４．９万元。万乐米业主要从事粮食收
购、储存、加工、销售等业务，该公司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目标。 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报告期对此收购事项形成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６１４．９万元。
（
四）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以下简称“
中盟磷业）提供委
公司通过兴业银行向贵州中盟磷业有限公司（
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２亿元整，期限２４个月，年利率１３％（
详见公告２０１３－０４７号）。
该笔委托贷款到期后，中盟磷业未按期偿还本金。 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公
司已对该笔委托贷款计提了１１，０００万元的减值损失。 ２０２０年公司已通过参与中
盟磷业的全资子公司安徽新中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
现更名为安徽辉隆中成科
技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收回现金１，９３２．５１万元。中盟磷业目前处于破产重整阶段，
根据破产重整的进度，预计后期仍会存在债务偿还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
报告期计提２９１．０３万元减值准备。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预计将减少公司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４，８０９．２５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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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及信用减值损失。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照了《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司２０２０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反映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公司财务状况、资
产价值和２０２０年度的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遵
循了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谨慎性原则， 保证了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资产的价值，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以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公司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
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事项。
八、备查文件
（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三）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
四）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业绩预告期间：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一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以下简称“
公
２、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年度业绩预告》（
２０２１－００２）预计２０２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６，５００万元－７，
１００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２３．６１％－３０．０７％。
３、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正值，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修正前

修正后

上年同期

归 属 于 上 市 亏损：－７，１００万元– － ６，５００万元 亏损：－７，１００万元– －６，５００万元 亏损：
公 司 股 东 的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２３．６１％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２３．６１％ －
－９，２９５．００ 万
净利润
元
３０．０７％
３０．０７％
扣 除 非 经 常 亏损：－７，３００万元– －６，７００万元 亏损：－７，３００万元– －６，７００万元 亏损：
性损益后的
－９，５６５．３４ 万
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３．６８％－２９．９６％ 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３．６８％－２９．９６％ 元
净利润
营业收入

４５，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０万元

４５，０００万元–５０，０００万元

３５，３３８．４２万元

扣除后营业
收入

２８，０００万元–３３，０００万元

４３，６２２万元–４８，６２２万元

３４，６０８．５６万元

基本每股收
亏损：－０．５６元／股– －０．５１元／股
益

亏损：－０．５６元／股– －０．５１元／股

亏损：－０．７２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与会计
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
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经过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年报培训课程，公司财务部门和审计师针
对年度业绩预告中涉及到的营业收入扣除概念重新梳理，认为手机销售收入属
于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了与最终的审计报告保持一致，公司修改２０２０年度业绩
预告，将２０２０年度手机销售收入计入扣除后营业收入。 本次年度业绩预告的其
他部分不做调整。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