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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39��������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1-007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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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50,000

万元一

58,000

万元 亏损

：

-59,993.7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2241

元

/

股一

0.2600

元

/

股 亏损

：

-0.2886

元

/

股

二、 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第一季度，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原因如下：

1、受新冠疫情冲击，公司下属国内影院自2020年1月23日暂停营业，2020年第一季度经营

业绩出现较大亏损。随着国内疫情形势不断向好，中国电影市场持续复苏。报告期内，全国实

现总票房180.93亿元，同比增长705%，观影人次4.23亿，同比增长604%，公司实现票房22.62�亿

元，同比增长861%，观影人次5,223万，同比增长683%，增长幅度均高于国内大盘水平，因此国

内院线已恢复至正常盈利水平，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2、由子公司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主投主控的电影《唐人街探案3》于2021年春节档上

映，根据拓普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该影片国内累计总票房为人民币45.19亿元，因

此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电影制作与发行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3、由于境外疫情仍在持续，虽然报告期内公司下属澳洲院线经营业绩较2020年第四季度

亏损收窄，但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境外业务基本未受到疫情影响，因此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境

外影院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

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股票代码：002739��������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21-006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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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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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5,481,617.12 15,435,362,985.83 -59.21

营业利润

-6,931,388,401.38 -4,515,659,388.15 -53.50

利润总额

-6,941,092,499.38 -4,554,105,377.28 -5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68,695,499.15 -4,728,585,957.39 -41.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3.1589 -2.2751 -38.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1% -29.23% -31.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3,476,060,766.72 26,493,352,916.67 -1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140,170,013.70 13,833,224,848.84 -26.70

股本

2,230,725,120.00 2,078,428,288.00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55 6.66 -31.64

注：本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受新冠疫情冲击，公司下属600余家国内影院停摆近半年时间，虽然自2020年

7月20日复工以来国内电影市场逐步回暖，但由于部分疫情管控限制、优质影片仍供应不足等

原因，电影行业尚未能完全恢复至同期正常水平，同时境外疫情依然严重，公司下属澳洲院线

业务亦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报告期内公司主投主控的电影均未能如期上映，部分影视剧拍摄

制作进度亦有所延后，因此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而影院折旧、租金、员工

薪酬、财务费用等固定成本较高，导致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出现较大亏损。

2、受疫情、宏观市场经济以及游戏行业发展趋势等影响，公司影院业务、影视剧投资制作

与发行业务以及游戏运营业务经营业绩不及预期，考虑到后疫情时代公司经营恢复仍需一段

时间，本着审慎性原则，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和《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要求，公司计提商誉等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准备合计44.81亿元（最终减值计

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

定）。

3、2020年，面对疫情带来的短期经营压力，公司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带领下，根据疫情发

展情况及时调整经营计划，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创新经营，节支增收，化挑战为机遇，复工以来

经营情况逐步恢复，公司票房、观影人次等恢复情况均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市场份额获得明显

提升。同时，疫情发生之后公司快速推进并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9.29亿元，进一步

提升公司资金实力，为增强综合竞争力和长远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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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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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74� � �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7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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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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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460,440,505.08 1,587,100,991.37 -7.98

营业利润

139,057,815.44 136,105,403.24 2.17

利润总额

133,492,565.74 135,540,712.42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5,537,730.38 118,024,529.84 -2.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910 0.3907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8% 5.14%

增加

0.14

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089,073,627.58 2,975,434,180.40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132,531,117.02 2,301,711,673.45 -7.35

股 本

291,862,944.00 302,082,162.00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7.31 7.62 -4.0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146,044.05万元，同比下降7.98%；营业利润13,905.78万元，同比增长

2.17%，利润总额13,349.26万元，同比下降1.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53.77万元，

同比下降2.11%；基本每股收益0.3910元，同比增长0.08%。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308,907.36万元，较年初增长3.82%；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13,253.11万元，较年初下降7.35%。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31元，

较年初下降4.0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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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74� � �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8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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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

1,400

万元–

2,000

万元

亏损

：

508.5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375.28% - 493.2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480

元

/

股

- 0.0685

元

/

股 亏损

：

0.0168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的产销量大幅下降。本报告期，公

司生产经营恢复，产销量、毛利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一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1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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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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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

追溯调整后

）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006,001.76 855,185.84 17.64

营业利润

88,470.78 39,489.33 124.04

利润总额

97,980.07 54,345.05 8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807.93 17,395.30 174.8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08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 2.30% 4.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

追溯调整后

）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609,032.85 4,279,093.71 3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780,879.24 756,804.06 3.18

股本

214,631.40 214,631.4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64 3.53 3.12

备注： 因本公司实施了同一控制下镇赉华兴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的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60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64%；营业利润8.85亿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24.04%；利润总额9.80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80.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7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4.83%；基本每股收益0.22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75%。

1.转型发展迈上新台阶。2020年新能源装机占比显著提升，新能源板块利润贡献稳步增

长，清洁低碳能源供应商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巩固。

2.提质增效取得实效。2020年公司抓实电量、供热、燃料成本“三条线” ，不断增强经营策

略的前瞻性，在全员营销、抢发效益电、提高供热收入、实施进口煤战略等方面持续发力，提

质增效成效显著，2020年火电板块已实现盈利。

3.精益管理成效显著。公司统筹安排疫情防控的同时，科学组织生产复工，做到疫情防控

与安全生产两不误，机组运行安全平稳。充分享受国家为减轻企业负担出台的社会保险减免

政策红利。推行极限成本管理，拓宽融资渠道，落实高成本贷款置换，存量项目财务费用降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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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业绩预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月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业绩预告》（2021-001）。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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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875� � �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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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40500

万元

-44500

万元

盈利

：

26,343.9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

53.74%-68.9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189

元

/

股

-0.207

元

/

股

盈利

：

0.12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新能源、新业态发展布局成果显现。2021年一季度，新能源板块利润贡献稳步增长，公

司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新能源业绩上升态势良好。

2.管理提升效果显现。公司持续推进全员营销，电量同比增加。火电利用小时同比上升；

积极参与深度调峰，辅助服务收益同比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1-01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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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股东湖南省财信常勤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一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常勤壹号” ）计划

在本次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即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11月6日） 和预披露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以

大宗交易方式（即2021年4月16日至2021年10月15日）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2%（即

不超过12,474,000股），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根据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

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减持数量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2%。

公司于2021年4月9日20:00收到股东常勤壹号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湖南省财信常勤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名称：湖南省财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资产” ）

3、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常勤壹号持有公司62,37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23,700,

000股的10.00%，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2,37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0股；常勤壹号一致行

动人财信资产持有公司77,63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623,700,000股的12.4467%，其中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77,63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0股。常勤壹号及一致行动人财信资产合计持有公

司14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4467%。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常勤壹号自身资金需要。

2、拟减持股票来源：通过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3、 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常勤壹号预计合计减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不超过12,474,0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623,700,000股的2%（若减持期间贵司实施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 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减持期间为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认，并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

诺减持。

7、过去十二个月内，常勤壹号未发生过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无相关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持股5%以上股东常勤壹号将根据其自身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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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常勤壹号的正常减持行为，常勤壹号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影响。

3、 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常勤壹号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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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2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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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内

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 ）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知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

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原因

博源

集团

公司控股股

东

55,000,000 4.90% 1.47%

2021

年

4

月

8

日

2024

年

4

月

7

日

北 京 市 西 城

区人民法院

债 权

纠纷

注：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征询，目前博源集团尚未收到本次股份轮候冻结的相关

法律文书， 根据博源集团自查了解到本次股份被轮候冻结系其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之债权纠纷所致。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稷弘立” ）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累计被轮候冻结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博源集团

1,122,491,995 29.97% 55,000,000 4.90% 1.47%

中稷弘立

32,300,995 0.86% 0 0 0

合计

1,154,792,990 30.84% 55,000,000 4.76% 1.47%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稷弘立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累计被司法冻结数量

（

股

）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博源集团

1,122,491,995 29.97% 1,122,491,995 100% 29.97%

中稷弘立

32,300,995 0.86% 0 0 0

合计

1,154,792,990 30.84% 1,122,491,995 97.20% 29.97%

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的

尾数不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风险提示和相关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目前流动性困难，资金偿还存在较大压力，博源集团正在通过

多种途径，积极盘活股权、不动产等资产，尽快化解债务。

2.截至目前，博源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股份轮候冻结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轮候冻

结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博源集团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截至

目前，博源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暂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博源

集团正积极与质权人、债权人等相关方进行沟通，尽力避免或降低不利影响，力争尽快妥善解

决相关问题。

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督促并协助控股股东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5058� � �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2021-013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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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00万元到4,200万元，同比增长41.46%到74.75%。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400

万元到4,200万元，同比增长41.46%到74.75%。

2、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200万元到

3,800万元，同比增加35.52%到60.92%。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03.4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2,361.36万元。

（二）每股收益：0.2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报告期内，公司有效订单快速增加，在手订单持续转化，同时公司产品结构优化，高

价值产品销售额增加。

（二）2020年第一季度因为疫情原因开工时间延后，开工率不足，产能利用率较低；2021年

第一季度公司生产正常运营，产能得到充分利用，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事项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1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 �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公告编号：临2021-004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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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20金桥开发 SCP002， 代码 ：

012002526）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20金桥开发SCP002

4、债券代码：012002526

5、发行总额：人民币陆亿元整（即RMB600,000,000.00）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2.88%

7、到期兑付日：2021年4月16日（如遇节假日顺延）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其付息/兑付资金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

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券付息日或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则划付资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付息/兑付前将新的资

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

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凌云

联系方式：021-50308733

2、主承销商及簿记管理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博尊

联系方式：010-67596141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87，021-23198888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99� � � �证券简称：英派斯 公告编号： 2021-018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股东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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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new/index） 上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81，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拥

湾” ）及其一致行动人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五岳” ）计划自减持计划

发布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 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

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373,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14%。

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2021年2月20日、2021年3月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合计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9）、《关于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3）。

公司于近日收到青岛拥湾及山东五岳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本

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

减持日期

）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股数占总股本比

例

（

%

）

青岛拥湾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1.2.18 12.10 126,700 0.1056%

2021.3.22 12.92 70,000 0.0583%

2021.3.24 12.91 10,000 0.0083%

2021.3.25 12.80 30,000 0.0250%

2021.3.26 12.80 30,000 0.0250%

2021.3.29 12.56 460,000 0.3833%

山东五岳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1.1.18 12.24 3,000 0.0025%

2021.1.19 12.52 43,400 0.0362%

2021.2.25 12.80 850,000 0.7083%

2021.3.3 12.64 220,000 0.1833%

大宗交易

2021.2.1 11.68 300,000 0.2500%

2021.2.8 11.5 300,000 0.2500%

2021.2.9 11.42 300,000 0.2500%

2021.2.10 11.77 300,000 0.2500%

2021.2.25 12.64 400,000 0.3333%

2021.2.26 12.52 300,000 0.2500%

2021.3.4 12.58 350,000 0.2917%

2021.3.5 13.00 300,000 0.2500%

2021.3.10 12.73 320,000 0.2667%

2021.3.11 12.67 160,000 0.1333%

2021.3.15 12.56 168,100 0.1401%

合 计

5,041,200 4.2010%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青岛拥湾成长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058,500 2.55% 2,331,800 1.9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8,500 2.55% 2,331,800 1.9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山东五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4,314,500 3.60% 0 0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4,314,500 3.60%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青岛拥湾

、

山东五岳合计持有股份

7,373,000 6.14% 2,331,800 1.94%

截至目前，青岛拥湾持有公司233.18万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4%，山东五岳持有0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青岛拥湾、山东五岳二者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233.18万股

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4%。

注：以上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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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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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青岛拥湾、山东五岳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本次减持未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3、青岛拥湾、山东五岳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系正常减持行为，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4、截至目前，青岛拥湾、山东五岳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

将督促青岛拥湾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青岛拥湾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五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

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