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青海春天 公告编号：2022-023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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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为负值的情形。

●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上半年度营业

收入为10,000.00万元至11,00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95.36万元至6,295.36万元，同比增

长112.56%至133.81%。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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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00万元至-5,124.00万元。

● 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324.00万元至-5,275.2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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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为10,000.00万元至11,000.00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295.36万元至6,295.36万元，同比增长112.56%至133.81%。

2.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200.00万元至-5,124.00万

元。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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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

-4,324.00万元至-5,275.28万元。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营业收入为4,704.6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71.26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198.24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0.085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酒水快消品业务的相关产品仍处于市场发育和持续投入阶段，同时受第

二季度疫情反复散发等大环境的影响， 公司营收虽然保持较大增长但暂时未能取得相匹配

的利润，以上因素导致公司仍然处于亏损状态。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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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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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斐里德·穆拉德教授、亚利耶·瓦谢尔

教授担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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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进一步推进自身在酒水快

消品板块业务的发展、继续实践“通过创新研究，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和健康的产

品”的发展愿景，于近日聘请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斐里德·穆拉德（Ferid� Murad）

教授（以下简称“穆拉德教授” ，简介见后附）、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亚利耶·瓦谢尔

（Arieh� Warshel）教授（以下简称“瓦谢尔教授” ，简介见后附）为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

一、聘请穆拉德教授事项

穆拉德教授因发现一氧化氮能促使心血管扩张而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现任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休斯顿医学院综合生物及药理学系主任， 美国分子医学会主席

以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自然医学基金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根据公司与穆拉德教授签署的《合作协议》，穆拉德教授将和公司董事长张雪峰先生、

瓦谢尔教授出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期限为三年，在此期间将服务于公司的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 推荐和引进符合公司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要的高水平人才以及出席公司相关的

公务活动。 穆拉德教授将指导公司研发团队对一氧化氮提升等现象及其对人体健康的作用

与价值展开深入研究。

二、聘请瓦谢尔教授事项

瓦谢尔教授因“为复杂化学系统开发多尺度模型” 而获得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开创了

计算酶学， 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会员、 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

授、南加州大学化学系Dana和David� Dornsife冠名主任等职务。

根据公司与瓦谢尔教授签署的《合作协议》，瓦谢尔教授将和公司董事长张雪峰先生、

穆拉德教授出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期限为三年，在此期间将服务于公司的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 推荐和引进符合公司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需要的高水平人才以及出席公司相关的

公务活动。瓦谢尔教授将指导公司研发团队将诺贝尔奖的成果应用于酒的研究，在工艺与酒

体风味、风味与人体感知等领域，展开系统解析研究。

穆拉德教授和瓦谢尔教授的研究和指导方向不同，他们出任公司联席首席科学家，将能

从不同的角度提升公司在产品健康化方面的研发能力，促进有关产品的升级和国际化进展，

提升公司和相关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开拓市场，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创造更

大的公司价值。

特此公告。

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附：斐里德·穆拉德教授和亚利耶·瓦谢尔教授简介

一、斐里德·穆拉德教授简介

斐里德·穆拉德教授出生于1936年9月， 美国国籍，1958年获得德堡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65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和药理学博士双学位，曾先后担任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医学系副主任 等职务，现任美

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休斯顿医学院综合生物及药理学系主任， 美国分子医学会主席以及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世界自然医学基金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穆拉德教授主要荣誉、奖项包括：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圣地亚哥基苏里亚奖、美国社

会临床药理学研究奖、生物医学杰出研究巴克斯特奖、美国成就学会颁发的金板奖、阿尔巴

尼亚国家总统荣誉奖、亚萨尔·阿拉法特主席奖、艾伯特和玛丽·拉斯克基础研究奖、美国心

脏协会Ciba奖、艾尔弗雷德临床卓越奖等。

二、亚利耶·瓦谢尔教授简介

亚利耶·瓦谢尔教授出生于1940年11月， 是以色列－美国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

1966年获得海法以色列理工学院理工学院化学学士学位、1967年获得魏茨曼研究所化学物理

硕士学位、1969年获得魏茨曼研究所化学物理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

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国际量子生物学和药理学学会主席、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皇家化学学会名誉院士等职务，现任美国南加州大学诺里斯综合癌症中心会员、南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特聘教授、南加州大学化学系Dana和David� Dornsife冠名主任等职务。

瓦谢尔教授主要荣誉、奖项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国际量子生物学和药理学学会年度奖、

美国化学学会托曼奖章、计算生物学总统奖、皇家化学学会软物质和生物物理化学奖、生物

物理学会创始人奖、以色列化学学会ISC金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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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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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2年7月13日

●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60.00万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 ）有关规则的规定，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

2022年7月13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 ）的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部分的登记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情况

2022年6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公司董事会确定以2022年6月27日为预留授予日， 向符合条件的50名激励对象预留授予

60.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为3.6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披露的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一）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实际预留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2年6月27日。

2、实际授予数量：60.00万股。

3、实际授予人数：50人。

4、授予价格：3.6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对象：公司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二）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预留授予情况：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股权激励计划

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

总额比例

核心管理/技术（业务）人员

（50人）

60.00 6.01% 0.12%

合计 60.00 6.01% 0.12%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一）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二）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授予

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三）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

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5日出具了《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22]第2-00062号），审验了公司截至2022年7月2日止新增注册资

本的实收情况，认为：截至2022年7月2日止，公司实际已收到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

性股票认购款共计人民币2,172,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600,000.00元，增加

资本公积人民币1,572,000.00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股本由本次增资之前的508,416,166股

变更为509,016,166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8,416,166.00元增加至人民币509,016,166.00元。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公司本次授予的600,0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7月13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登

记，并取得其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08,416,166股增加至509,016,166股，本次限制性股票授

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5,700,000 600,000 6,30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02,716,166 0 502,716,166

总计 508,416,166 600,000 509,016,166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6月27日，公司对预留授予的60.00万股限制性股

票的成本进行预测算，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543.00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543.00 203.63 271.50 67.88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仅为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以

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现金流。考虑到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

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本次激励计划带来的

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报备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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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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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06月30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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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万元至2,700万元

盈利：1135.9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58.46%至137.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盈利：1,400万元至2,000万元

盈利：766.4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82.66%至160.9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92元/股至0.0288元/股 盈利：0.0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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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项与年报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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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稳步增长，主要系公司聚焦主业协同

发展，持续加强技术创新、产品迭代、市场拓展，强化管理、降本增效，主营产品玻璃钢化设备

订单增加，收入增长约14%，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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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96� � �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5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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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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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万元-3,500万元

亏损：1,557.2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92.65%-324.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2,100万元-2,600万元

亏损：1,785.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7.61%-245.6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9元/股-0.10元/股 亏损：0.0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未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 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2年以来，公司积极对食品加工出口订单价格和交付数量进行了合理调整，公司食品

加工出口业务表现良好，对公司2022年上半年业绩产生了积极影响。除食品加工出口业务以

外，公司饲料、远洋捕捞、生物制品等主营业务运营稳定，2022年上半年公司整体营业收入实

现同比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扭亏为盈。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估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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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为 《证 券 时 报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595� � �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2022-024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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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业绩预告的适用情形：2022年半年度预计净利润为负

● 经初步测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预计将出现

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14,300万元至-17,16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事项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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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0万元至-18,9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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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初步测算，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2022年半年度将出现亏损，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300万元至-17,160万元；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5,800万元至-18,96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为

公司根据2022年上半年度经营情况所做的初步测算。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半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33.8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723.49万元。

(二)每股收益为0.07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2022年上半年度，受疫情严重影响，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动态管理旗下

直营影院的日常经营，上海区域内的直营影院自3月10日起全部暂停营业，直至本业绩预告

期末仍未恢复经营；其他区域的直营影院亦按照属地防疫部署要求，采取包括限流、暂停营

业等措施；旗下联和院线加盟影院亦有一定数量影院暂停营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了显著

影响，由于相关业务的成本较为刚性，导致公司2022年半年度预计业绩亏损。

2022年3月以来， 公司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各项精神

指示基础上，做到停工不停产，有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进程。6月起，公司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各项准备工作。此外，公司不断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业务，打通与上级集团的优势资源联

动，线上线下融合业务；结合上影大IP开发、数字化平台优势，以上海影城改造升级为契机，打

造“影院+” 新消费模式；坚持产融结合，对接数字化产业投资基金，强化系统建设与私域流

量运营。公司上下以实干精神，切实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尽可能降低疫情冲击的影

响，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二)综合疫情对影院终端实际经营带来的影响及部分影院未来经营情况的预判，基于谨

慎性与一贯性原则，公司预计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而对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长期资产减值等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最终金额将由公司根据具备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与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进一步明确。截至本公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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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业绩预告仅为公司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准确的业绩信息以公司正式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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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609� � �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0

债券代码：113647� � �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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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500.00万元到5,000.00万元，同比减少80.11%到82.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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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0万

元到5,200.00万元，同比减少80.02%到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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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万

元到5,000.00万元，同比减少80.11%到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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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0万元

到5,200.00万元，同比减少80.02%到81.94%。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5,135.49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26,025.97万元。

（二）每股收益：0.27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国内生猪价格整体仍处于低位叠加饲料成本较高等因素，公司生猪业务出

现亏损。

2、报告期内，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生猪存栏量整体下降削弱猪料需求；豆粕、玉米等主

要饲料原料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受以上因素影响公司饲料销量和单吨净利均出现下滑。

3、上半年新冠疫情点多、面广、频发，公司大部分企业尤其是饲料业务受到较严重冲击。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预减没有重大影响。

（三）会计处理的影响

报告期内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减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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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855� � � �证券简称：捷荣技术 公告编号：2022-025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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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3,000万元–3,800万元 盈利：328.39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3,150万元–3,950万元 盈利：280.6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元/股–0.15元/股 盈利：0.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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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因新冠疫情反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及俄乌战争等因素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全球智能

手机产品单价下调、出货量下降，加上疫情防控限制了人员及货物流动，物流运输价格高涨、

连续生产时间受限、生产效率下降，导致公司第一季度的收入及经营业绩均受到较大影响。

受累于第一季度的不利影响，公司2022年半年度整体经营业绩出现了亏损。

报告期内，公司结合市场变化以及产品生产交期等进行了积极应对，与此同时加强了降

本增效的系列措施，第二季度的收入相较第一季度有所提升并实现了单季度的扭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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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5136� � �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2-043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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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丽人丽妆” ）预计2022年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400.00万元至600.00万元， 同比减少20,132.65万元至

19,932.65万元，减少比例为98.05%至97.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1,571.75万元至-1,371.75万元，同比减少17,690.46万元至17,490.46万元，减少比例为

109.75%至108.51%。

2、公司2022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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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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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0.00万元至600.00万元， 同比减少20,132.65万元至19,932.65万元， 减少比例为98.05%至

97.08%。

预计2022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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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571.75万

元至-1,371.75万元，同比减少17,690.46万元至17,490.46万元，减少比例为109.75%至108.51%。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32.6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118.72万元。

（二）每股收益：0.51元/股。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全国部分省市尤其是公司所在的上海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由

于疫情原因，自3月下旬至5月底，公司位于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仓储无法及时发货，物流供应

链不畅严重影响公司营收的实现；同时由于上海地区快递业务受阻，公司无法为位于上海的

客户配送化妆品等产品，导致公司丧失了疫情期间来自于上海地区的收入，而公司在上海的

物业租赁费、仓库仓储费、人员工资等固定费用并没有相应地降低。

四、风险提示

公司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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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22-031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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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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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6,000万元 亏损：5,54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18,200万元–19,200万元 亏损：15,89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13元/股–0.0375元/股 亏损：0.0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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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相关事

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纺织业务：受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产业链供应链遭遇堵点卡点，国际市场形势严峻复

杂，棉花等主要原料价格高位运行、能源价格上涨等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主要产品的生产成

本较去年同期上升，进一步压缩纺织业务盈利空间。

2、软件业务：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部分项目无法入场实施、实施进度以及验收进度大幅

延迟、用户的采购进度亦因疫情延迟的不利局面，通过充分发挥多研发基地及全国化业务布

局的优势，加快受疫情影响小的地区和业务的实施、交付，确保了报告期经营情况平稳。

3、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影响公司净利润增加约1.32亿元，去年同期公司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影响公司净利润增加10,354万元，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纺织业务受肺炎疫情

影响发生停工损失3,037万元，本报告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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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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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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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2年1月1日一2022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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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万元–2,700万元 亏损：834.48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2,000万元–2,700万元 亏损：1,110.8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40元/股–0.0325元/股 亏损：0.0100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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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落实深耕纺织主业的经营战略，不断完善、丰富原有销售和运营

模式，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销售收入规模相比上年同期显著增长；同时，公司进一步加强成

本费用管控，面料、成衣等纺织产品销售毛利总额保持增长。

2、报告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公司确认相应的汇兑收益，对本报告期业绩产生

积极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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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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