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08� � � �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2-033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苏信托的财务信息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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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信托”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将根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

（人民银行〔2007〕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交发〔2016〕347

号） 的相关规定和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信息披露及使用管理办

法》（中汇交发〔2017〕489号）的要求，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披露江苏信托截至2022年6月末的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以及江苏信托2022年1-6月份利润表（未经审计）。本公司现将江苏信

托相关资料予以公告（附后）。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期末数 年初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期末数 年初数

资产

:

负债

: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2,622.91 16,158.91

拆入资金

1,400,000,000.00 1,200,172,708.33

存放同业款项

405,125,733.97 126,235,797.64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拆出资金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263,688,651.26 8,684,291,760.09

应付职工薪酬

197,591,127.10 243,311,065.7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交税费

250,607,068.05 229,402,787.57

应收账款

- -

应付利息

4,120,652.77 4,164,166.66

应收利息

10,078,883.74 9,370,495.43

其他应付款

2,171,847,897.52 1,722,990,937.61

应收股利

- -

预计负债

0.00 0.00

其他应收款

605,240,103.08 994,495,276.64

应付股利

- -

发放贷款

- -

租赁负债

15,842,618.68 19,175,321.0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1,837,656.88 283,071,264.26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7,262,459.84 266,221,201.41

长期股权投资

17,837,119,775.95 17,565,442,604.75

其他负债

- -

投资性房地产

- -

负债合计

4,317,271,823.96 3,685,438,188.44

固定资产

172,011,322.95 176,393,702.64

所有者权益：

在建工程

- -

实收资本

8,760,336,611.82 8,760,336,611.82

使用权资产

16,172,586.66 19,788,710.59

资本公积

5,677,364,668.37 5,677,364,668.37

无形资产

13,344,629.02 10,098,106.56

其他综合收益

444,397,739.68 444,397,739.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盈余公积

3,918,546,694.63 3,918,546,694.63

其他资产

- -

一般风险准备

413,793,673.48 413,793,673.48

信托赔偿准备

1,250,315,102.54 1,250,315,102.54

未分配利润

4,842,615,651.94 3,719,011,198.55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307,370,142.46 24,183,765,689.07

资产总计

29,624,641,966.42 27,869,203,877.51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9,624,641,966.42 27,869,203,877.51

利润表（未经审计）

2022年1-6月

编制单位：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一、营业收入

1,328,093,304.93 1,200,294,889.84

利息净收入

-47,386,329.24 -39,358,798.65

其中：利息收入

7,528,077.80 11,412,085.48

利息支出

54,914,407.04 50,770,884.1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444,165,386.42 320,060,409.40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444,165,386.42 320,060,409.4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 -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列示）

803,954,063.21 823,830,880.1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列示）

127,185,251.45 95,301,490.71

汇兑收益（损失以“

－

”号列示）

104,273.65 -20,124.47

其他业务收入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70,659.44 -

其他收益

- 481,032.68

二、营业支出

80,385,345.43 72,476,519.57

税金及附加

6,895,284.25 5,032,043.20

业务及管理费

74,405,411.91 71,559,657.18

信用减值损失

-915,350.73 -4,115,180.81

资产减值损失

- -

其他业务成本

- -

三、营业利润（损失以“

－

”号列示）

1,247,707,959.50 1,127,818,370.27

加：营业外收入

- -

减：营业外支出

300,000.00 800,000.00

四、利润总额（损失以“

－

”号列示）

1,247,407,959.50 1,127,018,370.27

减：所得税费用

123,803,506.11 137,077,080.0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

”列示）

1,123,604,453.39 989,941,290.19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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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2年7月

4日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2年7月14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5人，实到董事5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罗订坤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2022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注销分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澧县北民湖渔场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3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剂2022年度

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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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的名称：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门皂市渔业” ）、大

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品营销公司” ），均为大湖水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2022年经董事会审议的公司及子

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461.19万元。截止本公告日披露日，公司已实际

履行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290万元，尚未使用的担保总额度为12,171.19万元。公司拟在董

事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 将全资子公司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胜行贸

易” ）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1,000万元至石门皂市渔业使用；将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德海医贸” ）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1,000万元至水产品营销公司使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2年度担保预计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2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预计2022年度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3,461.19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预计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事项 担保额度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5,000

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

3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2,000

4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461.19

合计

10,461.19

2、预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事项 担保额度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3,000

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借款

10,000

合计

13,00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上预计担保额度事项

已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的需要，办理具体担保事宜，将不再另行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授权担保有效期为：自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2023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通过之日止。 超出担保额度范围外的其他事项或者达

到另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要求的事项，公司将另行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以上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本次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

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在子公

司之间调剂2022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满足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

要，拟在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之内，将全资子

公司胜行贸易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1,000万元至全资子公司石门皂市渔业使用。 将德海

医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1,000万元至水产品营销公司使用。调剂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预计担保总额度

已使用担保额

度

尚未使用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担

保额度

调剂后担保总额度

调剂后尚可使用的

担保额度

一、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山酒业营销有限公司

5,000 2,000 3,000 0 5,000 3,000

2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2,000 840 1,160 -1,000 1,000 160

3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安乡珊珀湖渔业有

限公司

2,000 1,000 1,000 0 2,000 1,000

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

公司

0 0 0 1,000 1,000 1,000

5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

1,461.19 950 511.19 0 1,461.19 511.19

二、资产负债率为

70%

以上的控股子公司

6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3,000 2,000 1,000 -1,000 2,000 0

7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

有限公司

10,000 4,500 5,500 1,000 11,000 6,500

合计

23,461.19 11,290 12,171.19 0 23,461.19 12,171.19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大湖水殖石门皂市渔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26678024022D

3、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龚芳右

5、成立日期：2008年8月14日

6、经营范围：水产品、水禽养殖、销售及深度综合开发。

7、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维新镇仙阳湖社区四组

8、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2,360,155.06 82,233,619.92

负债总额

46,834,773.51 45,674,056.92

资产净额

35,525,381.55 36,559,563.00

营业收入

338,165.72 30,343,548.80

净利润

-1,034,181.45 7,680,859.98

（二）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大湖水殖（湖南）水产品营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59102365XN

3、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童凯

5、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8日

6、经营范围：渔业产品批发与零售及初加工（国家限定和禁止的产品除外）；预包装食

品、散装食品及保健食品的销售；鲜肉、鲜禽、蛋、鲜奶的销售；肉制品及副产品、蔬菜、水产品

冷冻、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其他水产品的加工；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与建设；互联网销

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网上表演（直播）服务；进出口贸易（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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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樟木桥街道青山社区青山路1号（大湖生物食

品医药产业园1号楼二楼201室）

8、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1,746,415.28 74,322,617.89

负债总额

112,447,764.74 73,129,238.65

资产净额

-701,349.46 1,193,379.24

营业收入

20,832,300.31 112,689,787.45

净利润

-2,894,728.7 -4,156,973.1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调剂担保额度项下的新增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的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期

限以及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是在董事会授权的担保额度内调剂， 且调入方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其资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和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调剂的调入方水产品营销公司

是公司募投项目之冰冻冰鲜及熟食产品加工项目的主要载体， 石门皂市渔业也是该项目的

主要原料基地，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主要是用于满足水产品营销公司和石门皂市渔业的运营

资金需求，将公司贷款资金额度用于重点项目，有利于公司不断提升冰冻预制水产品的结构

比重，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调剂，是根据公司及

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而作出的调剂， 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稳步

运行，以及相关业务板块的拓展。该事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本次担保额度调剂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的调入方，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资信

状况和运营风险可控，有利用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的顺利发展，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该事

项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担保额度调剂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2022年公司及子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总额度

为不超过人民币23,461.1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71%。截止本公告

日披露日，公司已实际履行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290万元，主要是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

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11.89%。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4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分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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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1年年度报告日，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与澧县人民政府

完成对分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澧县北民湖渔场（以下简称“北民湖渔场” ）的有效账

面资产交割，已对北民湖渔场的相关资产失去控制，北民湖渔场已无经营实体。为加强公司

的整体战略规划和内部管理，降低管理成本，公司拟注销分公司北民湖渔场。

一、拟注销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澧县北民湖渔场

营业场所：湖南省澧县澧东乡车溪村十五组

负责人：邹永庆

成立日期：2002年3月14日

经营范围：淡水鱼养殖及销售；鱼苗及渔需物资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2年7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

分公司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澧县北民湖渔场的议案》,同意注销分公司北民湖渔场，并提

请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依法规定办理此次注销相关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注销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三、注销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注销原因

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签署〈关于解

除北民湖渔场兼并协议的框架协议〉的议案》。协议约定以2021年12月31日作为交接基准日，

将北民湖渔场的有效账面资产全部无偿整体移交给澧县人民政府， 并由公司享有和承担基

准日之前，北民湖渔场经营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税费及职工工资福利等。从签订协议之日

起， 双方启动交接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02））。

截止2021年年度报告日，公司按照协议约定，已将北民湖渔场的有效账面资产移交给澧

县人民政府，完成交割，并对相关资产失去控制。因北民湖渔场已无经营实体，按照公司整体

战略规划亦无存续必要，故拟注销分公司北民湖渔场。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拟注销分公司北民湖渔场，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和内

部管理需要，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7� � � �证券简称：大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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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2、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业绩亏损，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1,300万元至 -1,600万元。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700万元至-2,000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00

万元至-1,6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

700万元到-2,000万元。

2、本期业绩预告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8.9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304.3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1619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主要是综合以下因素

的影响：

1、新设立子公司前期固定成本费用的投入对净利润的影响

为实现公司在健康医疗服务板块的规模化、连锁化布局，公司于2021年7月投资设立了杭

州东方华康康复医院有限公司和杭州金诚护理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两家医院” ），

直接持股70%，间接持股85%。

新设立的杭州两家医院于2022年6月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始试运营，尚处于培育

期，在当地尚未形成较高的品牌认知度和良好的医疗服务口碑，提升床位使用率和盈利能力

尚需一段时间。但杭州两家医院前期为达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条件，筹备发生的租赁使用权

资产折旧费用、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设备配置、装修费、人员配置等成本费用，预

计对公司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共计-1,400多万元。

2、新冠疫情对东方华康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2020年4月通过股权转让与增资的方式取得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华康” ）60%的股权，并于2020年11月正式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1） 新冠疫情对床位使用率和营业收入的影响

公司自将东方华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以来， 东方华康运营的外部环境一直面临着新冠

疫情常态化反复的严峻形势。疫情期间，东方华康严格按照当地政府防疫政策的规定，长期

关停门诊，导致门诊收入甚微。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导致双向转诊、社区义诊等渠道受限，医

院业务市场难以拓展， 而现有住院患者担心在医院有交叉感染的可能， 逐步出院的人数较

多，综合导致东方华康的住院人数、床位使用率和住院收入难以提升和递增。

（2）新冠疫情对成本费用的影响

疫情期间，东方华康积极落实政府的疫情防控政策，多次自费全员核酸检测、增加院感

防控投入、增加防疫物资、信息系统、设备的投入、增加防疫人员配备的投入以及长期派送支

援抗疫的人员工资福利等，导致东方华康2022年半年度的防疫成本增加。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导致东方华康的净利润难以递增。

四、风险提示

本次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计是公司财务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作出的，尚未经年审会计师

审计，且年审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预亏是否适当和审慎出具专项说明。公司不存在影响

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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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29� � � �证券简称：好利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6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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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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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0.00

万元

- 1,850.00

万元

盈利：

1,061.20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6.06% - 74.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1,100.00

万元

- 1,300.00

万元

盈利：

933.66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82% - 39.2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2

元

/

股

- 0.14

元

/

股 盈利：

0.08

元

/

股

注：公司于2022年6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后的股份数量重新计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

1.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发展目标和年度经营计划，把握“双碳” 政策和新能源行业增长需

求，在夯实主业的基础上，加大电力产品的投入，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电力

熔断器产品及配件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借助行业发展机会，加快自动化进程，加速

产能投放，战略布局产业链一体化并落地执行，整体盈利能力显著提高。

2.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450.00

万元-550.0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一处房产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2022年半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1213� � � �证券简称：中铁特货 公告编号：2022-034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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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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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6

万元–

32,669

万元

盈利：

19,21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

7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28,040

万元–

31,778

万元

盈利：

18,693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

–

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6

元

/

股–

0.07

元

/

股 盈利：

0.05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持续推动铁路特货物流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最大程度满足客户需求，积极履行国铁企业社会责任，全力做好物流服务和保障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汽车芯片供应紧张等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对外紧盯市场

变化，坚持靠前服务、主动对接，对内科学规划产品线路，持续优化运输组织，努力提升物流产

品供给质量，实现了经营效益的同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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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3033� � � �证券简称：征和工业 公告编号：2022-029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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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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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0

万元

-7,000

万元

盈利：

3,800.9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3.12%-84.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5,869

万元

-6,669

万元

盈利

:3,411.95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72.01%-95.4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76

元

/

股

-0.86

元

/

股 盈利

:0.49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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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高端产品销售占比逐步提高，公司农业机

械链系统、工业自动化设备链系统等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

实现稳步增长。同时公司持续提升内部管理，成本管控持续优化，毛利率实现回升，管理效率持

续提升，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2022-030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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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一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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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

万元–

3,300

万元 亏损：

9,455.4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

1,700

万元–

2,500

万元 亏损：

709.7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172

元

/

股–

0.0258

元

/

股

-0.0741

元

/

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上年同期亏损较大主要是因为诉讼、仲裁败诉计提预计负债等非经常性损益以及贷款

逾期计提的罚息等。公司已在2021年司法重整过程中解决上述事项。

2、2022年上半年，公司量具业务正常经营，因海外疫情放缓，相关产品外销同比有一定增

长，量具业务板块利润亦有一定增长；产业园区综合管理服务业务逐步推进，对公司本报告期

业绩也有一定贡献。

四、其它相关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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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于2021年8月11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7），涉及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案件具体信息详见巨潮资

讯网上的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法院未作出判决。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已在经审计的《2021年年度报告》中对该诉讼事项涉案金额全额计提

预计负债。此外，公司已在2021年司法重整中预留相应股票用于清偿上述待定债权。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609� � � � �证券简称：中迪投资 公告编号：2022-89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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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

7,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 亏损：

8,418.0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约

6,500

万元至

4,500

万元 亏损：

6,406.91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23

元

/

股至

0.17

元

/

股 亏损：

0.28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发的“中迪·花熙樾” 和“中迪·绥定府” 住宅项目预计实现

收入约4亿元。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因而亏损较上年同期减少。

四、风险提示

前述财务数据为本公司初步核算的预测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76� � � �证券简称：

*

ST雪莱 公告编号：2022-049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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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1月01日至2022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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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

4,000

万元

～5,500

万元 亏损：

3,538.12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4,070

万元

～5,570

万元 亏损：

4,325.8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5

元

/

股

～0.07

元

/

股 亏损：

0.05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较大，债务违约利息、罚息较高，导致经营利润亏损；

2、报告期内，子公司研发费用投入增加导致净利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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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