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1227� � � �证券简称：兰州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1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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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2年6月28

日召开的本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2年6月28日， 本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向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普通股股东派发

现金红利，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行股本总额不变。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按利润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进行分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行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行现有总股本5,695,697,168股为基数向全体普通

股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行暂不扣缴

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前后本行总股本不变，为5,695,697,168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2年7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行全体普通股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行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21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行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65 甘肃景园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212 甘肃省瑞鑫源进出口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3 08*****250 甘肃省瑞鑫源进出口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4 08*****558 兰州亚太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08*****422 甘肃创新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7月13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20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本行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行相关股东在《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中承

诺，其在股份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发行

价，如果本行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发

行价格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根据上述承诺，本行2021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的调整。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本行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11号兰州银行大厦

咨询联系人：任宇珊、黄怡萱

咨询电话：0931-8816491

传真电话：0931-4600239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本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本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31� � �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2022-47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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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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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00万元–46,500万元

盈利：20,839.3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3.94%�-�123.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0,800万元–44,800万元

盈利：19,463.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9.62%�-�130.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7256元/股–0.7939元/股 盈利：0.3523元/股

特别说明：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公司最新总股本585,723,752股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

股收益按回购股份注销前公司总股本591,484,352股计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但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

预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主营业务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精心组织优化生产，积极落实化肥保供稳价政策，全力保

证国内化肥供应；持续深化企业改革，积极推进肥料产业优化升级，运营质量效率进一步增强。

报告期内，受国际形势紧张、国内疫情常态化防控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国内化肥化工

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公司部分主营产品市场价格、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增幅明显，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2.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额约

1,7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为准。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时间为2022年8月23日。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3861� � � �证券简称:白云电器 公告编号:2022-055

转债代码:113549� � � �转债简称:白电转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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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2、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0万元到-6,500万元。

3、 公司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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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00万元到-5,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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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万元到-6,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出现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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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4,000万

元到-5,500万元。

（三）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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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9.6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3,600.42万元。

（二）每股收益：0.10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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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将出现亏损， 主要受以

下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属电力制造行业，公司产品的交货、安装调试与验收基本集中在下半年，收入确认基

本集中在下半年，导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相对较低。同时上半年受全国各地疫情反复的影响，

公司的物料采购和货物运输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生产和交货环节受阻，导致本报告期内营

业收入不及预期。

2022年上半年受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

增加，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损失增加约1,340万元，主要是由于公司参股

公司广州市品高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品高股份，股票代码：688227）市值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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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经注册会计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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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810� � �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2-051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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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2日，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江苏高投创

新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高投创新” ）持有公司股票4,916,6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7月13日，江苏高投创新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在此期间江苏高投通过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了1,699,7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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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投创新 5%以下股东 4,916,614 3.028% IPO前取得：4,916,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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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投创新 4,916,614 3.028%

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

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为同一控制下基金。

江苏高投科贷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0 0%

江苏高投宁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0 0%

合计 4,916,614 3.028%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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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投创新 1,699,700 1.047%

2022/4/18� ～

2022/7/13

集中竞价交易

11.13� -16.

84

23,544,025 3,216,914 1.98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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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系江苏高投创新自身资金需求，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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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在减持期间内江苏高投创新将根据市场

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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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21� � �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22-03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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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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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963.08万元–49,155.70万元

盈利：27,308.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80%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21,321.89万元–24,760.91万元

盈利：6,878.0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0%–26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2625元–0.3150元 盈利：0.1819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参股公司东莞产业园的分红1.06亿元，导致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

幅增加，而上年同期无此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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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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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22-37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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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需

要，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22年

半年度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发〔2022〕194号）要求，将在中国货币网披露其截至2022年6

月末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22年半年度的合并利润表（未经审计）。现将相关资

料予以公告（附后）。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合并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1月1日 项 目 行次 2022年6月30日 2022年1月1日

资产： 1 负债： 40

货币资金 2 4,704,062,386.05 8,703,564,394.28 短期借款 41

1,748,176,

749.80

639,414,888.00

其中：现金 3 3,048.50 3,048.50 拆入资金 42 - 601,586,666.67

银行存款 4 2,664,633,566.64 5,811,795,258.25

交易性金融负

债

43 - -

其他货币资金 5 2,039,425,770.91 2,891,766,087.53 衍生金融负债 44 - -

结算备付金 6 - -

应付票据及应

付账款

45 95,709,726.71 82,535,095.46

拆出资金 7 24,611,853.90 74,220,793.43 预收账款 46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8 187,006,524.52 310,742,402.44 合同负债 47 48,930,034.16 51,458,887.22

预付款项 9 804,313.95 2,723,693.62

代理买卖证券

款

48 344,871,297.22 1,916,418,167.87

应收利息 10 - 184,435,847.69

卖出回购金融

资产款

49 - -

应收股利 11 - - 应付职工薪酬 50

1,963,737,

733.39

2,502,123,759.50

其他应收款 12 135,303,030.57 89,398,889.61 应交税费 51 237,677,597.53 689,606,159.52

合同资产 13 - - 应付利息 52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 - - 应付股利 53 - -

衍生金融资产 15 - - 其他应付款 54 59,674,367.72 48,929,000.14

发放贷款及垫款 16 145,418,090.20 614,511,968.69

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负债

55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 13,911,682,385.24 9,654,727,493.94 长期借款 56 - 638,415,243.52

债权投资 18 - - 应付债券 57

1,703,165,

516.90

2,403,723,903.12

其他债权投资 19 6,660,720,728.48 8,712,736,112.89 租赁负债 58 778,265,240.70 730,765,628.3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 19,868,206.95 19,422,388.28

长期应付职工

薪酬

59 555,781,206.87 555,781,206.87

存货 21 456,149,740.92 415,890,948.38 预计负债 60 39,409,190.64 38,632,082.95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

资产

22 - - 递延收益 61 103,500,000.00 103,5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3 2,336,025,804.17 2,338,289,167.87

递延所得税负

债

62 4,263,474.65 5,192,081.04

投资性房地产 24 - - 其他负债 63 627,428.48 1,107,164.52

固定资产原值 25 113,978,746.87 112,826,999.45 负债总计 64

7,683,789,

564.77

11,009,189,

934.79

减：累计折旧 26 96,499,089.52 90,828,788.52 所有者权益： 65

固定资产净值 27 17,479,657.35 21,998,210.93 实收资本 66

12,000,000,

000.00

12,000,000,

000.00

在建工程 28 - - 其他权益工具 67 - -

使用权资产 29 732,112,252.20 705,629,498.23 资本公积 68 253,519,647.23 255,153,478.23

无形资产原值 30 170,447,486.37 166,931,282.71 其他综合收益 69 -155,294,754.39 -230,984,240.48

减： 无形资产累计

摊销

31 99,232,654.91 90,379,122.62

其中：外币报表

折算差额

70 4,953,858.90 -28,333,210.56

无形资产净值 32 71,214,831.46 76,552,160.09 盈余公积 71

2,088,572,

735.42

2,088,572,735.42

开发支出 33 3,202,637.91 2,859,862.23 一般风险准备 72

1,214,935,

603.04

1,214,935,603.04

商誉 34 23,947,504.99 23,947,504.99 未分配利润 73

6,358,606,

462.34

5,672,548,795.83

长期待摊费用 35 21,712,522.60 32,556,551.80 本年利润 74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36 678,811,245.49 696,019,480.6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合

计

75

21,760,339,

693.64

21,000,226,

372.04

其他资产 37 24,585,402.11 36,063,121.71 少数股东权益 76 710,589,860.65 706,874,184.88

38

所有者权益总

计

77

22,470,929,

554.29

21,707,100,

556.92

资产总计 39 30,154,719,119.06

32,716,290,

491.71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总计

78

30,154,719,

119.06

32,716,290,

491.7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合并利润表（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一、营业总收入 1 2,329,487,790.30 2,677,928,141.9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 1,954,381,922.98 2,440,634,657.98

利息净收入 3 20,660,279.03 57,881,588.5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 363,531,376.56 159,502,678.8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6 -26,702,043.99 8,947,657.62

汇兑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7 - -12,153,286.16

净敞口套期损益（损失以“-”号填列） 8 - -

其他业务收入 9 4,438,566.08 10,900,817.21

资产处置收益 10 3,768.49 -

其他收益 11 13,173,921.15 12,214,027.95

二、营业总支出 12 1,470,299,754.95 1,844,043,569.9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 11,738,039.18 14,627,996.93

营业成本 14 - -

业务及管理费 15 1,491,323,818.90 1,837,795,985.99

信用减值损失 16 -32,932,206.94 -9,109,655.42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17 - -

其他业务成本 18 170,103.81 729,242.46

三、营业利润 19 859,188,035.35 833,884,572.01

加：营业外收入 20 5,682,466.02 17,287,100.81

减：营业外支出 21 2,799,534.06 202,999.11

四、利润总额 22 862,070,967.31 850,968,673.71

减：所得税费用 23 171,904,778.88 163,484,107.82

五、净利润 24 690,166,188.43 687,484,565.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 685,519,496.84 677,779,053.94

少数股东损益 26 4,646,691.59 9,705,511.95

证券代码：600505� � �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2022-033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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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上市公司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第十一号-光伏》要求，现将公司 2022�年半年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公司自有和控股水力发电站 8�座，权益装机容量 12.48� 万千瓦，生产的电量均在凉

山州范围内销售。

项 目 2022年1-6月 2021年1-6月 增减变动幅度（%）

1、发电量（万千瓦时） 28,470.95 19,406.26 46.71%

其中，分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电情况：

发电分公司 17,607.76 12,083.65 45.72%

四川省布拖县牛角湾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5,949.08 4,694.88 26.71%

盐源县西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4,914.11 2,627.73 87.01%

2、发电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27,402.15 18,738.04 46.24%

上网均价（元/千瓦时）（含税） 0.2427 0.2829 -14.21%

3、外购电量（万千瓦时） 88,069.16 84,556.67 4.15%

外购电均价（元/千瓦时）（含税）注1 0.3760 0.3489 7.77%

4、售电量（万千瓦时） 114,377.65 100,094.25 14.27%

售电均价（元/千瓦时）（含税） 0.5190 0.5257 -1.27%

注1：报告期外购电均价同比增长7.77%，主要是受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

四川省电网企业间临时结算方式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2﹞36号）影响所致。

二、 本公司持有 90%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盐源丰光新能源有限公司所属的塘泥湾光伏电

站（于 2015�年 12�月 31�日并网）装机容量 4� 万千瓦（本公司权益装机容量3.6万千瓦），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生产的电量销售给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1、2022年二季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光伏电站 方式 所在地

装机容

量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时）

结算电量

（万千瓦时）

塘泥湾光伏电

站

集中式

四川省凉山州盐

源县塘泥湾村

40MW 1,340.48 1,324.93 1,324.93

2、2022年半年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光伏电站 方式 所在地

装机容

量

发电量

（万千瓦时）

上网电量（万千

瓦时）

结算电量（万千

瓦时）

上网含税电价（元 /�千

瓦时）

塘泥湾光

伏电站

集中式

四川省凉

山州盐源

县塘泥湾

村

40MW 3,198.41 3,167.88 3,167.88 注 1、注 2

注1：2022年1-6月塘泥湾光伏电站发电上网电价由电网结算价和补贴两部分构成。

注2：2022年1-5月塘泥湾光伏电站上网结算含税电价为 0.95� 元/千瓦时；6� 月上网结算

含税电价为 0.7588�元/千瓦时。

特此公告。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15�日

证券代码：600505� � � �证券简称：西昌电力 编号：临2022-032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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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23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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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106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232万元。

（三）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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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37万元。

（二）每股收益：-0.007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73%，主要受公司售电量同比增长14.27%，自发上网

电量同比增长46.24％，影响了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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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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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西昌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0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72� � � �证券简称：澳洋健康 公告编号：2022-34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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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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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万元一5200.00万元 亏损：76,511.7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4500.00万元一5200.00万元 亏损：80,261.3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元/股–0.07元/股 亏损：0.9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本报告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是公司在去年完成了将原亏损的粘

胶短纤业务相关资产的出售，实现了向大健康业务全面转型的战略方针。

2、公司大健康业务整体处于持续盈利状态，经营稳定。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将在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数

据。

2、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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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澳洋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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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02� � � �股票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2022-31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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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同比减少亏损：33.43%-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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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3,000万元 亏损：4,506.2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2,100万元–3,100万元 亏损：4,562.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93元/股–0.0433元/股 亏损：0.0629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本报告期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影响，对影视行业冲击较大，公司通过优化业务结构，

加强成本费用控制， 使得本报告期业绩同比减少亏损。 公司将继续坚持深耕内容制作为核

心，积极稳健地推进主营业务，创作更多优质影视作品。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