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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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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24,300万元到27,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

现亏损。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亏损为19,000万元到2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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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24,300万元

到27,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2、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亏损为19,000万元到22,000万元。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505.4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142.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7元。

三、本次业绩预亏主要原因

（一）收入影响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50,800万元到356,700万元，同比增

长10.5%到12.5%。其中，公司主营的云服务与软件业务实现收入为348,300万元到

354,2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53,152万元到59,052万元，同比增长18%到

20%。

2022年上半年度，受上海、北京等多地疫情的影响，公司部分业务的商务洽

谈及签约延迟、项目实施交付滞后，影响了公司主营的云服务与软件业务的收入

增速。

（二）费用影响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过30%， 主要系公司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落实“强产品” 关键任务，增强云服务产品的平台、核心应用和生态

融合能力。公司对研发的持续加大投入尽管对当期利润业绩有一定影响，且研发

投入对业绩释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系公司的战略性投入，为公司业绩的未来

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非经常性损益影响

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较同期减少约3.5亿元，主要由于去年

同期处置北京畅捷通支付技术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等影响，

今年上半年没有该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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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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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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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

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5.1.1� 条中应当进行预告的情形，

“（三）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或者下降 50%以上” 。

●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20万

元至3,250万元，同比减少59.54%至69.8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60万元至2,180万元，同比减少69.65%至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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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2,420万元至3,25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4,

781.83万元到5,611.83万元，同比减少59.54%至69.87%。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1,460万元至2,180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5,

003.91万元到5,723.91万元，同比减少69.65%至79.68%。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31.83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183.91万元。

（二）每股收益：0.38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因受新冠疫情、物流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商用车行业产业链

供应链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考验，再加之今年上半年，基建启动较慢，建

设速度不及预期，2022年1-6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68.3万辆和170.2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38.5%和41.2%；且今年上半年，因受疫情影响，公司主要客户（主机

厂）停工停产，综合导致公司本期经营业绩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经注

册会计师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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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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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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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

陈鸣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518,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399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鸣宇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55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00%，未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本次

减持股份计划减持数量过半，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鸣宇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8,518,659 12.3998% 其他方式取得：38,518,659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陈鸣宇 38,518,659 12.3998% 直系亲属关系

贾玉玲 5,817 0.0019% 直系亲属关系

合计 38,524,476 12.4017% 一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陈鸣宇 1,553,300

0.500

0%

2022/7/6� ～

2022/7/14

集中竞

价交易

10.73� -12.

09

17,756,

583.00

36,965,359

11.8997

%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

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二、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

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陈鸣宇先生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尚

未完成。在减持期间内，其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

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陈鸣宇先生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并督促其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39� � �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66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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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 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

的情形。

●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0.56万元到259.5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预计减少565.40万元到644.39万元，同比减少68.54%到78.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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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为141.38万元到203.2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481.45万元到543.30

万元，同比减少70.32%到7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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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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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6万元到259.5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减少565.40万元到644.39万

元，同比减少68.54%到78.11%。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41.38万元到

203.23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减少481.45万元到543.30万元， 同比减少

70.32%到79.35%。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4.9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84.6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359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电商服务板块方面，受国内新冠疫情持续波动影响，消费需求减弱，行业竞

争加剧，为维护品牌市场份额及提升管理需要，公司增加营销推广费用和管理费

用投入；净水龙头及配件制造板块方面，由于主要原材料铜价较上年同期涨幅较

大的原因，故制造业务产品成本上升。综上，公司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 未经注

册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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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39� � �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67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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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 ）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西南证券收益凭证汇沣(6月期)2022019期

● 委托理财期限：180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

（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一、本次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一） 委托理财目的

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当理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

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 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 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西南证券收益凭证汇沣(6月期)2022019期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西南证券 券商理财产品

西南证券收益凭证汇沣(6

月期)2022019期

5000万元 3.5%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180天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

益凭证

无 - 否

（四） 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结构性存款或理财产品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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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结构性存款或所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

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结构性存款或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

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 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西南证券收益凭证汇沣(6月期)2022019期

（1）发行人：西南证券

（2）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180天

（5）收益率（年化）：3.5%

（6）起息日：2022年7月14日

（7）产品到期日：2023年1月10日（如遇非交易日，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8）资金预计到账日：到期日后两个工作日内

（9）兑付价格：按投资本金加投资收益进行兑付。

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产品期限/365， 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10）回售、提前购回：不适用

（11）份额转让：本期产品份额可转让，转让日为起息日后一个工作日起

至产品到期日前六个工作日止的期间，收益凭证投资人数上限为 200� 人，导致

投资人数超过 200�人的转让申报将不予确认

（二） 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西南证券收益凭证汇沣 (6月期)2022019期的募集资金用途为用于补充

发行人西南证券营运资金。

（三） 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部分自有闲置资金拟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不超过12个月）理财产品，同时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

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实施，购买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

可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受托方为西南证券（证券代码：600369）。西南证券与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672,950,946.38 682,954,264.63

负债总额 138,168,563.02 133,500,168.72

净资产 534,782,383.36 549,454,095.91

2021年度 2022年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0,658.08 -26,952,286.36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通过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适当理财，

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

形。

公司委托理财日常通过 “银行存款” 、“其他流动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

产” 会计科目核算，理财收益在“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 科目核算。（具体以年

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不超过12个月）理

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投资期限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相关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19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28.16 0

2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292.19 0

3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28.00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7.10 0

5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2500 20.00 0

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23.63 0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8.13 0

8 银行理财产品 2800 2800 7.35 0

9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31.50 0

10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一一 一一 1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7.88 0

12 银行理财产品 6970 6970 184.52 0

13 银行理财产品 7030 7030 62.75 0

1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58 0

1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8.38 0

1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 1000 2.67 0

1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8.13 0

18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5.25 0

19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8.01 0

20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5.34 0

2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4000 10.33 0

22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一一 一一 2000

2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一一 一一 4000

2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一一 一一 3000

25 券商理财产品（本次购买） 5000 一一 一一 5000

合计 84300 69300 751.90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4.8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1.1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35000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39、900911� � � �证券简称：浦东金桥、金桥B股 公告编号：临2022-021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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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22年

半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从而进行预告。

● 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50,

356.39万元，同比增长113.6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加49,935.96万元，同比增长1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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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94,682.0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50,356.39万元，同比

增加113.61%。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90,597.24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49,935.96万

元，同比增加122.81%。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325.68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0,661.28万元。

（二）每股收益：0.394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主要原因是商品房销售收入结转金额同比大幅增加。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会计处理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没有重大影响。

（四）其他影响

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业绩预告构成重大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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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

会计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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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238� � � �证券简称：诺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9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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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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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800万元至2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916.81万元至5616.81万元，

同比下降66.29%至75.73%。

2、预计2022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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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700万元至1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5592.33万元至6192.33万元，同比

下降81.14%至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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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8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892.33万元。

（二）每股收益：0.42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度，受国际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影响，公司主要原料价格大幅上

涨，生产成本急剧增加，产品毛利率出现下降，导致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

业绩预计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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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诺邦无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2-054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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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加169,056.74万元到179,056.74万元， 同比增长

412.90%-437.33%；

2、扣除相关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加173,808.73万元到183,808.73万元， 同比增长482.04%

-5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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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10,000.00万元到220,0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9,056.74万元

到179,056.74万元，同比增长412.90%-437.33%。

2、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09,

865.86万元到219,865.86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73,808.73万元到183,

808.73万元，同比增长482.04%-509.77%。

（三）本期业绩预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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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43.2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057.13万元。

（二）每股收益：0.218元。

三、本期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公司建材机械业务持续拓展，国内外订单有序发货，精益管理成效凸显，业

务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公司非洲建筑陶瓷产品产量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公司

积极开拓市场并推进新项目的建设，维持较好市场占有率。此外，在负极材料市

场加工产能紧张的情况下，随着公司福建负极材料一体化工厂逐步释放石墨化

加工产能，公司锂电材料业绩相比去年同期实现较好效益。

（二）其他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参股公司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

科锂业” ）实现碳酸锂产量约1.52万吨，销量约1.50万吨，因碳酸锂产品市场价格

持续上涨，蓝科锂业实现的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公司就此确认的投资收

益同比亦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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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183� � �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22-033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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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同期减少3,578万元到3,703万元， 同比减少

91%到94� %。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减少3,469万元到3,594

万元，同比减少95� %到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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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万元到3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578万元到3,703万元，同比减

少91%到94�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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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到17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474万元到3,599万元，同比减少

95� %到99� %。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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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649万元。

（二）每股收益：0.08元（按现在股本折算）。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受自2月14日开始的苏州疫情以及自3月14日开始的上海疫情影响， 对公司

的短期经营状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影响了公司半年度的经营业绩。上述影响苏

州地区自五月中下旬、上海地区自六月中下旬开始逐渐消除，并陆续恢复了正常

的业务开展。2022年下半年公司将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下做好计划和部署，

努力追赶，争取实现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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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22-3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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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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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二）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三）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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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500万元

盈利：2,382.9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9%�-�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160万元–60万元

盈利：1,609.3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4%�-�1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09元/股–0.0012元/股 盈利：0.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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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随着纺织行业原料价格高价位运行，公司报告期控制羊绒类贸易规模，

羊绒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且毛利率有所降低；

2、 公司上年度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股份支付费用摊销增加报告期费用2,

161.11万元；

3、 本报告期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实现投资收益

合计675.6万元，增加报告期利润675.6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半

年度报告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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