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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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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思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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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737,130.23 228,734,269.51 4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491,415.31 -20,330,153.40 19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516,656.79 -788,337.56 2,321.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272,570.71 -20,464,993.84 5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96% 1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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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9,363,272.71 3,449,742,333.62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1,093,352.75 2,198,088,296.57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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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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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2,037.23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

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

投资收益

-2,747,348.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5,688.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7,541.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171.80

合计 1,974,75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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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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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锦华 境内自然人 49.99% 152,715,158 116,786,368 质押 20,600,000

姚瑞波 境内自然人 2.26% 6,905,30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趋势

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08% 6,365,589 0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易方达基金－汇金

资管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2% 6,167,720 0

黄良发 境外自然人 1.47% 4,480,000 3,360,000

谢永忠 境内自然人 1.40% 4,275,97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交银施罗德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2,620,640 0

欧阳芳 境内自然人 0.84% 2,566,200 0

UBS�AG 境外法人 0.79% 2,413,810 0

许剑峰 境内自然人 0.75% 2,3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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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锦华 35,928,790 人民币普通股 35,928,790

姚瑞波 6,905,304 人民币普通股 6,905,3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365,589 人民币普通股 6,365,589

易方达基金－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易方达基金－汇金资管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6,167,720 人民币普通股 6,167,720

谢永忠 4,275,970 人民币普通股 4,275,97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0,640 人民币普通股 2,620,640

欧阳芳 2,5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6,200

UBS�AG 2,413,810 人民币普通股 2,413,810

许剑峰 2,304,008 人民币普通股 2,304,00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

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33,737 人民币普通股 2,233,7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沈锦华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交银施罗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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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年末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42,054,367.58 31,761,988.02 32.40% 主要系本期内应收货款及服务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3,063,285.16 9,012,172.39 155.91%

主要系预付服务费、广告宣传费及采购款

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44,113,067.39 -

主要为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相关规定，

将租入房产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所致

开发支出 6,947,660.56 843,182.30 723.98%

主要系本期内研发项目资本化项目投入增

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2,850,409.63 66,420,892.73 -35.49% 主要系本期末计提的工资费用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9,933,327.44 34,512,055.06 -42.24%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缴纳上年末计提的税金

所致

租赁负债 44,113,067.39 -

主要为报告期执行新租赁准则，确认公司

租入资产形成的租赁负债所致

递延收益 - 2,648,280.74 -100.00%

主要系Doba�Inc收到的疫情补贴转入其他

收益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24,737,130.23 228,734,269.51 41.97%

主要系主营业务中国制造网

（Made-in-China.com）营业收入

快速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中国制

造网业务收入24,716.06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52.74%

营业成本 76,689,227.66 55,653,192.32 37.80%

主要系本期内运营人员薪酬、股

份支付费用及货物销售成本上升

所致

销售费用 149,946,372.17 112,269,273.22 33.56%

主要系销售人员薪酬及股份支付

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54,191,436.35 40,453,691.72 33.96%

主要系研发人员薪酬及股份支付

费用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36,064.13 -28,494,407.64 90.05%

主要系报告期内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波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750,358.86 624,227.81 821.20%

主要系报告期内贷款信用减值损

失转回所致

所得税费用 6,797,289.74 1,984,670.51 242.49%

主要系利润增加导致计提所得税

费用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72,570.71 -20,464,993.84 54.69%

主 要 系 中 国 制 造 网

（Made-in-China.com） 现

金收入增加，以及下属子公

司南京市焦点互联网科技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贷款收

回增加所致，但同时报告期

内人工薪酬支付较去年同

期亦有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001,167.81 -109,143,210.27 56.94%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收回

投资的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176,25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内未发生筹资

活动，而上年同期发放现金

股利所致

（四）截至2021年3月31日，中国制造网共有注册收费会员22,758位，其中英文版共有21,

575位收费会员，较2020年末增加1,19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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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300339

润和软

件

19,500,

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44,289,

960.00

-5,066,

880.00

0.00

-5,066,

880.00

39,223,

08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境内外

股票

HUIZ 慧择

40,336,

841.84

公允价

值计量

356,

097,

715.93

387,

571,

155.66

428,

819,

020.49

其他权

益工具

投资

自有

合计

59,836,

841.84

--

400,

387,

675.93

-5,066,

880.00

387,

571,

155.66

0.00 0.00

-5,066,

880.00

468,

042,

100.49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2010年07月16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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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3月31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341,362,498.48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159,136,074.81元（含募集资金到位后的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截至2021年3月31日，具体项目投资进展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中国制造网电子商务平台升级 7,817.90 13,833.65 1,020.91 8,809.41

中国制造网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6,322.90 22,376.31 2,136.78 11,860.47

焦点科技研究中心 7,877.80 26,190.83 0 23,6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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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 -- 12,500 4,768.87 增长 88.72% -- 16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 0.41 0.16 增长 81.25% -- 156.25%

业绩预告的说明

预计主营业务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二季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随之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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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1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13,500 13,500 0

合计 23,500 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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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

类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

金

来

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概

述及相

关查询

索引

（如

有）

浦 发

银 行

江 北

支行

银行

保 本

浮 动

型

5,000

闲

置

自

有

资

金

2021

年 03

月 18

日

2021

年 04

月 18

日

货 币

市 场

工 具

和 银

行 存

款

等 ，

债 务

及 账

务 融

资 工

具

签 署

协议

3.35% 14.42 0 0 0 是 是

合计 5,000 -- -- -- -- -- -- 14.42 0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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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1年02月02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国盛证券、 广发

基金、嘉实基金

公司业务开展

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 动易（http://irm.

cninfo.com.

cn/ircs/index）的投资者

活动关系表。

2021年02月08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交 银 施 罗 德 基

金、中庚基金、新

华基金、 金鹰基

金、中融基金、宝

盈基金、 信诚基

金、长江证券、长

江资管、 展博投

资、人寿养老、山

石投资、 生命人

寿

公司业务开展

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 动易（http://irm.

cninfo.com.

cn/ircs/index）的投资者

活动关系表。

2021年03月2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浙商证券、 交银

施罗德基金、南

京证券、 新时代

证券、 中信建投

证券、 汇添富基

金、德邦证券、长

江证券、 万家基

金、丰琰投资、恒

越基金、 逐熹投

资、华富基金、国

华人寿、 新华基

金

公司业务开展

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 动易（http://irm.

cninfo.com.

cn/ircs/index）的投资者

活动关系表。

2021年03月26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华泰证券、 华安

基金

公司业务开展

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 动易（http://irm.

cninfo.com.

cn/ircs/index）的投资者

活动关系表。

2021年03月3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金公司、 华泰

证券

公司业务开展

情况

详见公司披露于深交

所互 动易（http://irm.

cninfo.com.

cn/ircs/index）的投资者

活动关系表。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7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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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

月2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在南京市江北新区丽景路7号焦点科技

大厦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

事长沈锦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

（财会〔2018〕35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调整。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二、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及全文》。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29）详见2021年4月30日的《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21年4月30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8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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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1年4月2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4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良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监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决议

如下：

一、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30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二、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

全文》。

监事会的专项审核意见为：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21-029）详见2021年4月30日的《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21年4月30

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0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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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

会计政策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

（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

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2006年2月发布的 《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8年12月7日发布的新租赁准则的规定执行。除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

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租赁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新租赁准则下，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

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

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

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同时承租人需确定

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3、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

损益；

4、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

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5、按照新租赁准则及上市规则要求，在披露的财务报告中调整租赁业务的相关内容。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按照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将在编制2021年

度及各期间财务报告时，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

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

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印发、修订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1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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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授权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为控制风险，以

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截至2022年3月19日。

根据上述决议，现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最新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同时，公司进行以下投资理财的决策审批程序和具体操作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

公司制度的规定，合法有效。

受托人名称 产品名称

委托理财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收益类型

本期实际

收回本金

金额

预计收益率

实际收益

率

南京银行江北新

区分行

结构性存

款

2000万元 2021/1/8 2021/4/12

保本浮动

型

0 1.5%或3.4% 未到期

东亚银行南京分

行

结构性存

款

4000万元 2021/2/26 2021/5/26

保本浮动

型

0

0.5%或3.45%

或4.15%

未到期

苏州银行南京分

行

结构性存

款

4000万元 2021/3/6 2021/6/7

保本浮动

型

0

1.56%或3.2%

或3.3%

未到期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1、南京银行江北新区分行结构性存款

（1）存款收益计算：存款收益=存款本金×R×实际存续天数÷360，360天/年。R为实际

的年化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始终小于观察水平,R为1.50%（预期最低收益率）；

如果观察期间内挂钩标的曾经大于或等于观察水平，R为3.40%（预期最高收益率）。挂钩标的

为欧元兑美元即期汇率。

南京银行将于产品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 将到期可兑付款项划入客户 “授权指定账

户” 。产品到期日至资金到账日期间，客户利息按南京银行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

（2）提前终止条款：若遇市场剧烈波动、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整、不可抗力等原因影

响结构性存款正常运行时，南京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非经南京银行同意的，本产品到期

之前不支持客户提前终止。

（3）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

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兑付等流程的正常进行。

流动性风险：除本产品销售文件另有约定，本产品存续期内客户不得提前终止，即客户在

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客户应充分考虑投资本产品给自身生产经

营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南京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本产品的投资本金及

收益产生影响。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由于不可抗力或国家政策变化、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

电力系统故障、金融危机、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非南京银行所能控制的原因造成的相关投资

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2、东亚银行南京分行结构性存款

（1）投资收益：

存款浮动利率与澳元兑美元挂钩。针对2021年2月26日购买的理财产品：假若在观察期内

任何时间，货币组合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未曾触及或超出限定范围1和限定范围2的最高限价或

最低限价，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年收益率4.15%之潜在收益；假若在观察期内任何时间，

货币组合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曾触及或超出限定范围2的最高限价或最低限价但未曾触及或超

出限定范围1的最高限价或最低限价， 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年收益率3.45%之潜在收益；

否则，客户于到期日将可获取年收益率0.50%之保证收益。

（2）赎回：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不设客户提前赎回条款。

（3）风险提示

收益风险：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实际收益率取决于投资标的的市场表现，其投资标的的价

值受市场等多种要素影响。

市场风险：结构性理财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受市场和经济变动的影响而波动。结构性理财

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在其有效期限内可能会一直变动。

信用风险：该结构性理财产品的公司为银行的无担保一般债权人，当银行发生资不抵债

时，有担保债权人将对银行资产享有优先于无担保一般债权人的受偿权，遇此情形，公司可能

损失全部或部分投资收益及/或本金。

汇率风险：当公司投资于以非本国货币结算的结构性理财产品时，若需将投资货币兑换

回本国货币，在外汇市场汇率发生波动时，公司的实际收益率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因汇率变

动而造成投资本金的损失。

对冲交易风险：当银行就结构性理财产品进行了衍生工具的对冲交易(如掉期交易)，且因

发生银行根据商业上合理的原则认为对对冲交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在此情况下，银行可

能会调整结构性理财产品下的部分条款或甚至提前终止该结构性理财产品，公司在结构性理

财产品下的投资回报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

3、苏州银行南京分行结构性存款

（1）投资收益：

存款收益与欧元兑美元汇率挂钩，（1） 若汇率观察日EUR/USD即期汇率定盘价高于初

始汇率+850BP，则利率水平＝3.30%；（2）若汇率观察日EUR/USD即期汇率定盘价不低于汇

率0.85且不高于初始汇率+850BP，则利率水平＝3.20%；（3）若汇率观察日EUR/USD即期汇

率定盘价低于汇率0.85，则利率水平＝1.56%；

产品存续期满，本金与收益一次性支付。

（2）赎回：在存续期限内，客户不可提前赎回本产品，客户也不具有提前终止本产品权

利。

（3）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本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

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

或无法取得。

2、信用风险：本期产品主要投资于中国银行间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产

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产品、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商业票

据、高信用级别的信用类债券（企业债、中期票据、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债务市场工具、银行

间市场产品或监管政策允许的其它金融产品。客户面临所投资的资产或资产组合涉及的用款

人和债券发行人的信用违约。若出现上述情况，客户将面临投资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采用到期一次兑付的期限结构设计，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在产品存

续期内如果客户产生流动性需求，可能面临产品不能随时变现、持有期与资金需求日不匹配

的流动性风险。

4、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行，可能影响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甚至导致本产品收益降低甚至本

金损失。对于由不可抗力风险所导致的任何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苏州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

责任。

5、信息传递风险，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存款信息，由此产生的责任及风险由客户承担。

6、利息不确定风险，产品收益率受挂钩标的等市场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发生最不利情况

下（可能但不一定发生），客户可能获得较低的存款利息。利息不确定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客户应充分辨识和认知。

二、相关说明

1、公司与东亚银行、南京银行、苏州银行无关联关系。

2、应对措施：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

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4）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

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运营的影响

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且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一般高于活期存款收益率，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

的使用效率，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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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6�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及其子公司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

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28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5项外

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3�0593453.6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9-30 10年 第6414456号

ZL�2020�3�0605053.2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10-12 10年 第6414424号

ZL�2020�3�0643295.0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0-10-27 10年 第6418662号

ZL�2020�2�1093695.X

一种隔离开关熔断器组的联

锁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3928号

ZL�2020�2�1095099.5

一种隔离开关熔断器组操作

机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33057号

ZL�2020�2�1235288.8

一种切断接通断路器电源回

路的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29 10年 第12719812号

ZL�2020�2�1235286.9

一种旋转式隔离开关的动触

头

实用新型 2020-6-29 10年 第12735624号

ZL�2020�2�1274336.4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分合闸

联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0-7-1 10年 第12719993号

ZL�2020�2�1255021.5

一种断路器操作机构分合闸

指示连锁机构

实用新型 2020-7-1 10年 第12730001号

ZL�2020�2�1292984.2 二次端子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 10年 第12730744号

ZL�2020�2�1468029.X 一种断路器的防弹跳结构 实用新型 2020-7-22 10年 第12730836号

ZL�2020�2�1497162.8 断路器的操作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35411号

ZL�2020�2�1497539.X

一种模块化操作结构和断路

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8号

ZL�2020�2�1497520.5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1516号

ZL�2020�2�1496945.4 一种灭弧装置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9029号

ZL�2020�2�1496944.X 一种热脱扣机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7号

ZL�2020�2�1496943.5 一种操作机构以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15542号

ZL�2020�2�1525741.9

小体积高压直流接触器的静

触头组件及该直流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0-7-29 10年 第12723319号

ZL�2020�2�1597028.5 一种灭弧装置和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0-8-4 10年 第12730254号

ZL�?2020�2�1707669.1

一种端子、接触器基座和接

触器

实用新型 2020-8-14 10年 第12714495号

ZL�2020�2�1707668.7

一种应用于接触器的导电

杆、连接座及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0-8-14 10年 第12724415号

ZL�2020�2�2207072.7 一种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 实用新型 2020-9-30 10年 第12730865号

ZL�2020�2�2207067.6

一种塑壳断路器操作机构的

杠杆结构

实用新型 2020-9-30 10年 第12729882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2�0950730.9

一种双极直流接触器的触头

结构

实用新型 2020-5-29 10年 第12736496号

ZL�2020�2�0995839.4

用于断路器的后备保护电磁

铁

实用新型 2020-6-3 10年 第12729007号

ZL�2020�2�0999019.2 断路器用后备保护电磁铁 实用新型 2020-6-3 10年 第12724939号

ZL�2020�2�1077476.2

断路器瞬动脱扣器的改良结

构

实用新型 2020-6-11 10年 第12726977号

ZL�2020�2�1093692.6 一种断路器手柄挂锁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7090号

ZL�2020�2�1091835.X 一种断路器手柄的复位结构 实用新型 2020-6-12 10年 第12713927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3�0377339.X 智能屏（联动调光屏） 外观设计 2020-7-13 10年 第6402445号

ZL�2020�3�0377336.6 智能屏（语音屏） 外观设计 2020-7-13 10年 第640574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2020�2�1496705.4 一种切换开关和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9028号

ZL�2020�2�1496704.X 断路器端口结构及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0-7-24 10年 第12728526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52� � �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16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二审《传票》暨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宝鼎科技” ）于近日收到代理律师送达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省高院” ）出具的（2021）鄂民终256号《传票》，现将

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8年10月19日，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向武汉海事法

院起诉公司及常州市中海船舶推进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市中海船舶螺旋桨有限公司三名被

告，劳氏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请求判令三名被告向原告赔付因“虎锋轮” 号尾

轴断裂事故而支付的保险赔款以及检测检验费、翻译费、差旅费等，立案时间为2018年11月5

日，案号（2018）鄂72民初1742号。武汉海事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进行了民事判决，详见公司

于2020年10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披露的《关于收到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公司不服武汉海事法院做出的（2018）鄂72民初1742号一审判决，已依法向湖北省高院

提起上诉。湖北省高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将于2021年5月13日开庭审理。

二、传票主要内容

1、案号：（2021）鄂民终256号

2、案由：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

3、被传唤人：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传唤事由：开庭审理

5、应到时间：2021年5月13日09时00分

6、应到处所：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8号西区102法庭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因“虎锋轮”号尾轴断裂事故引起的相关诉讼外，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鉴于本案

二审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21-026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1年4月29日接到控股股东崇义

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 ）函告，获悉章源控股所持本公司的部分股

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

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章源

控股

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

20,000,000 3.37% 2.17%

2019年11月

18日

2021年4月27

日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15,452,716 2.60% 1.67%

2019年3月7

日

合计 35,452,716 5.97% 3.84%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章源

控股

593,527,697 64.22% 386,000,000 65.03% 41.77% 0 0 0 0

3.�章源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付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股份解除质押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章源控股股份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及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