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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度业绩暨2020年度分红投资者说明会的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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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路 演 中 心” 网 络 平 台（http:

//roadshow.sseinfo.com）的“e�访谈”栏目。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平台在线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9日披露了 《2020年年度报告》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

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2020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以及2020年度分红

情况。公司拟于2021年4月20日通过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路 演 中 心” 网 络 平

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的“e�访谈”栏目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公司定于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通过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路 演 中 心” 网 络 平 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的“e� 访谈” 栏目与广大投资者

进行在线交流。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小翔、公司财务总监任凭、公司董事会秘书许业峰。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4月20日（星期二）下午13:00－14:00通过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证路 演 中 心” 网 络 平 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的“e�访谈” 栏目，以网络

互动形式参加本次说明会,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交流。

2.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的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联系人：建研院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512-68286356

3、邮箱：zqb@szjkjt.com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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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期限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建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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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杨建林先生计划自2021年1月13

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份数量不少于100万股，增持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17元/股。

2、增持计划进展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已过半，杨建林先生合计增持

公司股份355,400股，增持价格未超过人民币17元/股。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兼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杨建林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计划自2021年1月13日起

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份数量不少于100万股，增持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7元/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自2021年1月13日至2021年4月12日，杨建林先生累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约

35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成交均价

（元

/

股）

增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杨建林

集中竞价

2021.2.25 14.15 80,000 0.03%

集中竞价

2021.2.26 14.20 275,400 0.09%

合计 一一 一一

355,400 0.12%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姓名 任职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杨建林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922,574 0.31% 1,277,974 0.43%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3、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

除权、除息事项时，增持人将根据股本变动情况，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披露。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杨建林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增持计划期限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南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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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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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化学原料药基地临海园区东海第四大道5号公司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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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68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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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4.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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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志国先生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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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震宇出席会议；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拟投资新建国际化制剂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4,684,4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54,684,4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瑜杰、陈海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浙江奥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除以下存在异议声明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的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许世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任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任

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2,145,043.26 21,931,950.03 41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224,485.40 -4,219,119.44 69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445,261.11 -9,052,569.19 29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52,013.37 -17,816,394.74 64.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7 -0.03 697.9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7 -0.03 69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0.70% 4.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944,707,654.32 954,379,446.82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2,266,522.52 654,395,730.04 4.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781.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8,411,957.00

主要系政府拨付的研发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48,230.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2,142.6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877.47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72,945.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6.06

合计

7,779,224.2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许世雄 境内自然人

37.74% 57,375,000 43,031,250

许燕鸣 境内自然人

7.34% 11,156,250 8,367,187

许亮 境内自然人

4.81% 7,312,500 5,484,375

许梦林 境内自然人

2.45% 3,727,500 0

彭关清 境内自然人

1.25% 1,897,450 1,467,937

郑本铭 境内自然人

0.97% 1,476,600 1,107,450

邵爱玲 境内自然人

0.63% 962,800 0

肖东林 境内自然人

0.59% 894,950 0

周晓红 境内自然人

0.50% 762,199 0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理石烜鼎赢新

套利

2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3% 35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许梦林

3,7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27,500

邵爱玲

9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962,800

肖东林

894,950

人民币普通股

894,950

周晓红

762,199

人民币普通股

762,199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理石烜鼎赢新套利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曹婧

3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600

苏如锋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高端元

290,259

人民币普通股

290,259

陈峰

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

潘杏芬

2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燕鸣系许世雄之妹、许亮系许世雄之子，根据许世雄、许燕鸣、许亮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该三人为一致行动人；许梦林系

许世雄之弟、周晓红系许世雄配偶之兄之配偶。除此之外，其他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已知的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理石烜鼎赢新套利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50000

股；陈峰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80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834,000.00 50,000.00 1568.0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款项融资

9,259,756.09 2,633,785.76 251.5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9,238,475.91

7,287,875.10 575.62%

主要系本期新增购买理财产品

在建工程

50,131.11 100.00%

主要系本期新增工程项目

合同负债

22,505,602.27

33,157,048.54 -32.12%

主要系上年末预收账款本年实现收入

应付职工薪酬

1,374,950.20 9,511,554.57 -85.54%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在本期发放

其他流动负债

2,141,054.10 4,159,897.41 -48.53%

主要系本期合同负债减少导致相应税金重分类的金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2,145,043.26

21,931,950.03 411.33%

主要系本期订单交付和验收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66,879,781.85

17,743,015.08 276.9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产品成本结转增加

税金及附加

1,032,287.60 380,730.94 171.13%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税金及附加增加

销售费用

11,266,093.64

4,057,919.12 177.63%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职工薪酬及售后费用增加

管理费用

8,414,393.39 5,731,318.49 46.81%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费用同比增加

研发费用

6,801,281.02 3,179,047.67 113.94%

主要系本期新产品研发投入增加

财务费用

-938,022.49 -107,512.08 772.48%

主要系本年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其他收益

8,431,834.47 2,634,027.06 220.1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648,230.14 2,251,098.33 -71.20%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同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9,781.84 -100.0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营业利润

27,759,511.02

-4,167,443.80 766.1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96,168.26 13,984.64 587.6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合同违约金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14,025.57 65,660.28 -78.64%

主要系本期押金损失等同比减少

利润总额

27,841,653.71

-4,219,119.44 759.89%

主要系本期订单交付和验收导致营业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3,694,898.98 100.00%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净利润

24,146,754.73

-4,219,119.44 672.3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88,384,220.24

16,576,184.14 433.2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4,046,255.25 474,192.16 753.29%

主要系本期收到出口退税款增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9,022,756.58

7,399,927.74 292.20%

主要系本期收到大额存单转让款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

82,220,980.55

17,899,002.00 359.36%

主要系本期采购量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2,094,552.79

10,242,929.82 115.71%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在本期发放

支付的各项税费

7,035,931.84 1,459,410.90 382.11%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增值税等税款支出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252,013.37 -17,816,394.74 64.91%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增加额大于现金流出增加额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648,230.14 1,305,734.93 -50.36%

主要系本期理财收益同比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6,388,283.89 3,506,017.58 82.21%

主要系本期支付建筑工程款及购买办公家具等固定资产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2,000,000.00

271,000,000.00 -47.6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739,018.75 -162,200,282.65

73.03%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同比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492,95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实施预留部分股权激励计划收到员工投资款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47,498,082.12 -180,016,677.39

73.61%

主要系经营活动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

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1692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00.00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2.7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1,9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4,682.56万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7,267.44万元。

1、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2021第一季度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10.05万元，2021年度第一季度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8.71万元；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15260.51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381.5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4388.42万元（包括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

2021

年

1-3

月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

2

）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精密高效智能化磨削设

备及生产线升级扩能建设

项目

是

17,767.47 17,767.47 606.55 11,221.00 63.15% 2022

年

4

月

2.

研发中心技术升级改造

项目

否

5,499.97 5,499.97 3.5 39.51 0.72%

一一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0 4,000.00 100.00%

一一

合 计 一一

27,267.44 27,267.44 610.05 15,260.51

一一 一一

六、对2021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500 -- 4,000 618.35

增长

466.02% -- 54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33 -- 0.2667 0.0412

增长

466.26% -- 547.33%

业绩预告的说明

公司充分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新产品开始实现批量生产；同时公司市场拓展取得明显成效，国际业务收入同比增加。预计

2021

年上半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合同订立公司方名称 合同订立对方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总金额 合同履行的进度

本期及累计确认的销

售收入金额

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宇环数控 成都捷普 数控多工位抛光机设备

33,940.22

万元

100% 30,035.60

万元

33,940.22

万元

重大合同进展与合同约定出现重大差异且影响合同金额30%以上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闲置资金

7,000 3,8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7,200 0 0

合计

14,200 3,8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601005� � �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2021-029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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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1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于2021年4月10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7）。

● 2021年4月12日，公司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自2021年4月7日至4月12日连续四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涨幅达41.72%，短期内公司股价涨幅较大。截至2021年4月12日收盘，

公司股票动态市盈率为32.27倍，市净率为1.03�倍。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一、股票二级市场风险

公司股票交易于2021年4月7日、4月8日、4月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2021年4月12日，公司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自2021年4月7日至4月12日连续

四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涨幅达41.72%，短期内公司股价涨幅较大。截至2021年4月12日收

盘，公司股票动态市盈率为32.27倍，市净率为1.03�倍。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二、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目前不存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件。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六、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载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3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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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0� � � �证券简称：三夫户外 公告编号：2021-020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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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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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

2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

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2,900万元至3,900万元；预计2020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3,000万元至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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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2,900

万元–

3,900

万元 亏损：

6,000

万元–

6,800

万元 亏损：

2,973.49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3,000

万元–

4,000

万元 亏损：

6,150

万元–

6,950

万元 亏损：

3,005.55

万元

营业收入

44,000

万元–

49,000

万元

44,000

万元–

49,000

万元

40,228.69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35,000

万元–

40,000

万元

44,000

万元–

49,000

万元

40,208.1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20

元

/

股–

0.27

元

/

股 亏损：

0.41

元

/

股–

0.47

元

/

股 亏损：

0.20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修正有关事项与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修正的主要原因系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差异及冲回递延

所得税资产所致:

1、公司的联营企业宿迁三夫金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投资的深圳市古德菲力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下滑，基于谨慎性原则，对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871.38

万元；

2、根据2021年3月份口罩成品市场销售价格，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口罩成品及原材料增加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05万元；

3、基于谨慎性原则，冲回递延所得税资产734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将对本次业

绩预告修正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业务培训和管理力度，提高相关业务人员

的专业水平，以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三夫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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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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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西周镇象西机电工业园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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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4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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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7.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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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赖云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2人，董事长赖云来先生、董事申林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黄

粤宁先生、陈小平先生、林敬伟先生、蔡锋先生、陆建忠先生和蔡娥娥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林通先生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刘志雄先生、孙琳先生因

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吴再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董向阳先生和万财飞先生列席本次

会议。

4、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2,145,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2,145,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

61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的议案》

614,26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有2项议案,�其中第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后通过。

5、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唐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6、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