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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1� � �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2022-56

债券代码：112876� � � �债券简称：19太阳G1� � � �债券代码：149812� � � �债券简称：22太阳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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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2年7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2年6月30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事宜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股东大会

通知。

2.《关于制定〈负债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负债管理制度》。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制定〈对外捐赠管理规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对外捐赠管理规定》。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29� � � �证券简称：博睿数据 公告编号：2022-039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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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

理吴静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吴静涛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吴静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静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吴静涛先生作为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第二类限制性股票165,690股，按照《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规定，该部分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股票不得归属并作废失效。

吴静涛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进行妥善交接，相关业务模块运转正常，其离职不会对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吴静涛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吴静涛先生为公

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博睿宏远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90�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22-017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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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2

年

1

月

1

日

- 2022

年

6

月

30

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

2,450

万元–

2,850

万元

盈利：

88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77.78%

至

223.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归母净利润

盈利：

1,400

万元–

1,800

万元

盈利：

569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46.05%

至

216.3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683

元

/

股–

0.0794

元

/

股 盈利：

0.0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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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盈利2,450万元至2,850万元，较上年同

期明显上升，一方面系本报告期汽车零部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2.86%所致；另一方面系本报告

期收到往年已计提坏账准备的涉诉项目回款， 以及个别因客户出现重大财务危机而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暂停项目，在本报告期减值迹象消失，恢复正常生产，由此冲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

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2022年半年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1333� � � �证券简称：广深铁路 公告编号：2022-011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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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亏损约为人民币6亿元到8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约

为人民币6.2亿元到8.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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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核算，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将出现亏

损，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约为人民币6亿元到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亏损约为人民币6.2亿元到8.2亿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所涉及的财务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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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427.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人民币744.27万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0.0006元。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国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疫情亦呈现局部暴

发或多点零星散发态势。面对疫情，公司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顺应市场需求变化，及时

调整客货运输组织，实施严格的成本管控措施，努力将疫情影响降至最低。尽管公司上下全力

以赴增运增收、节支降耗，因公司客货运输主营业务受疫情持续影响，旅客发送量和货物发送

量均大幅下降，导致公司2022年半年度经营业绩仍处于亏损状态。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其他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

式披露的未经审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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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5108� � � � �证券简称：同庆楼 公告编号：2022-031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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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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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万元至2,57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63.84%至74.17%；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事项后，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为1,085万元至1,519万元, 同比减少75.13%至

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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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836万

元至2,57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4,537.91万元至5,271.91万元，同比减

少63.84%至7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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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85万元

至1,519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4,589.43万元至5,023.43万元，同比减少

75.13%至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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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107.9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6,108.43万元。

（二）每股收益：0.27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爆发，形势严峻，公司门店堂食接待人数大幅下滑，

特别是3月下旬上海市因新冠疫情爆发实行静态管理后， 其毗邻的江苏和安徽等地受冲击很

大，各地也不断有局部疫情发生。公司门店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苏区域，在疫情影响下3-5月份

公司门店阶段性暂停堂食，营收大幅下降。公司在北京地区两家门店也深受疫情影响。在整体

营收下降的情况下，公司仍需承担人员、房租、摊销等固定支出，导致公司上半年度业绩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深受疫情影响，为近年之最大挑战。公司在疫情肆虐堂食停止之时，一直未

忘记服务社会的使命，全体员工通过线上销售和线下走进社区开展美食外卖等多种形式，努力

继续为社会大众提供美食。公司作为大型餐饮连锁企业，所经营的大众聚餐与宴会服务属于现

代城市消费刚需，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在疫情形势趋稳的6月，公司业绩恢复较快，表现良好，

充分体现公司顽强的经营韧性。

四、风险提示

本期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测算，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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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22-033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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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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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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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万元到3,2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25,527.93万元到24,

727.93万元，同比下降91.41%到88.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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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万元到2,8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17,676.11万元到16,876.11万元， 同比下降

89.84%到85.77%。

4、2022年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集成电路设备订单超人民币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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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

400万元到3,2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25,527.93万元到24,727.93万元， 同比下降

91.41%到8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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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00万

元到2,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7,676.11万元到16,876.11万元，同比下降89.84%到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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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7,927.9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19,676.11万元；每股收益0.3067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本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约4.43亿元；

其中房地产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约4.96亿元，主要系公司所属宝山“紫辰苑” 项目计划

在今年四季度集中交付，而本期无集中交付，导致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50%。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本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为3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7,862万元，主要是上年同

期公司持有的招商银行股票股价上涨引起公允价值上升，而本期股价下跌公允价值下降及上

年同期处置临港厂房产生收益1,896万元。

（三）近期订单情况

2022年至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集成电路设备订单超人民币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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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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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2一025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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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的情形。

●经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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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0万元到1,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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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到1,0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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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0万元

到1,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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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万元到

1,050万元。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为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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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1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56.9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业绩预盈主要归因于营业收入、政府补贴增加，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减少，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主营业务影响

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约2000余万元、产品毛利率提高约4.4%，增加利润约1,500

万元。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政府补助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增加利润约300万元。

（三）其他影响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增加利润约1,0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基于公司财务部门根据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公司认为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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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业绩数据将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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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 报备文件

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

说明。

证券代码：600520� � �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2一026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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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仕三佳” ）、铜陵三佳建西

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西精密” ），均系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

●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否

●本次担保金额：本公司本次分别为富仕三佳、建西精密提供1,000万元、495万元担保。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公司已实际为富仕三佳、建西精密提供的担保余额分

别为2,200万元（含本次1，000万元担保的金额）、2,100万元（含本次495万元担保的金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2年6月28日，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文一科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2,000万元

的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披露的《文一科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3），主要情况如下：

1、本公司为富仕三佳提供担保。鉴于富仕三佳每年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建

龙支行申请1,000万元的综合贷款授信，贷款有效期三年，即2022年6月29日至2025年6月28日，

我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并同意富仕三佳为此笔贷款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进行

资产抵押。

同时，公司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2、本公司为建西精密提供担保。鉴于建西精密每年向安徽铜陵铜源村镇银行溪潭支行申

请1,000万元的综合贷款授信,贷款有效期三年，即2022年6月29日至2025年6月28日，我公司为

此笔贷款提供担保。

同时，公司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担保相关的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

（二）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2年7月13日，公司分别收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建龙支行签署的《本金

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 与安徽铜陵铜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潭支行签

署的《保证合同》。本次贷款担保涉及的具体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前述审议范围内，无需再

次履行审议程序。 公司为富仕三佳提供1,000万元贷款担保， 为建西精密提供495万元贷款担

保。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的基本法人信息

1、被担保方名称：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7117071250

成立时间：2001年01月20日

注册地：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西侧

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何村路

法定代表人：丁宁

注册资本：叁仟零陆拾壹万元整

主营业务：半导体塑料成型设备，LED设备，智能机器人自动化设备及相关机械电子产品

的制造，研发与销售，精密零部件制造与销售，系统集成软件开发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2021

年

12

月

31

日（是或否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206,827,579.53

总负债

145,128,525.85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

流动负债

145,128,525.85

净资产

61,699,053.68

营业收入

182,039,661.6

净利润

22,327,663.8

2022

年

5

月

31

日（是或否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242,587,084.48

总负债

166,473,760.41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

流动负债

166,473,760.41

净资产

76,113,324.07

营业收入

80,896,943.28

净利润

14,414,270.39

2、被担保方名称：铜陵三佳建西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55923385XM

成立时间：2010年07月30日

注册地：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纬三路

主要办公地点：安徽省铜陵市何村路

法定代表人：丁宁

注册资本：壹仟陆百万元整

主营业务：精密零部件设计制造及销售；精密冲压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精密注塑件的设

计制造及销售；输配电行业精密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售；精密工业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及销

售；运输行业精密零部件设计制造与销售；精密模具设计制造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50,278,021.25

总负债

28,975,533.05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

流动负债

28,975,533.05

净资产

21,302,488.2

营业收入

37,259,218.52

净利润

792,054.1

2022

年

5

月

31

日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总资产

56,070,197.02

总负债

34,377,795.69

其中：银行贷款

20,000,000

流动负债

34,377,795.69

净资产

21,692,401.33

营业收入

17,329,327.47

净利润

389,913.13

（二）被担保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被担保方均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富仕三佳提供1,000万元贷款担保

《本金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

3、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建龙支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贷款银行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

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1,000万元

7、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8、担保范围：

（1）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本金余额；

（2）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延迟履行

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贷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

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贷款银行

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9、担保的贷款抵押情况：本公司为此笔贷款提供担保，且富仕三佳为此笔贷款将其拥有

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进行资产抵押，富仕三佳已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铜陵建龙支行

签署了《最高额抵押合同》。

（二）为建西精密提供495万元贷款担保

《保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保证人：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铜陵三佳建西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3、债权人：安徽铜陵铜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溪潭支行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金额：495万元

7、是否存在反担保：否

8、担保范围：本合同的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

（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贷款银行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银行为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

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富仕三佳、建西精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出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

利于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截止目前，富仕三佳、建西精密资产负债率较低，财务状

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

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已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文一科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铜陵富仕三佳机器有限公司、铜陵三佳建西精密工

业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偿还债务能力较强，且为我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同意公司为

本次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及合同签署时间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范围内，无

需再次履行审议程序。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协议已正式签署，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4,000万元（包

含本次担保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21%。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为14,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21%。我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22-029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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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净利润为负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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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00万元到-5,5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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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元

~5,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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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

500万元到-5,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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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润5,000万元

~5,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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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4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7,407万元，每股收益0.21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2022年上半年，全国多省市新冠疫情散发、频发，公司部分线下门店或暂停营业、或客流量

大幅下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2022年上半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为-10,800万元到-10,400万元， 同比大幅下降。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主要来自二级市场股票和基金，主要系受大盘走势影响所致。

公司将专注于“男裤专家”战略变革，夯实主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及市场需求变化，努力

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同时，公司上半年已开始逐步收回和减少一级股权投资和二级股票、基

金、债券的投资。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投资规模（按成本计算）较年初下降36,000万元到

38,000万元。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未发现存在会计处理争议、不确定的重大交易等可能影响本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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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关注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201� � � �证券简称：生物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46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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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50%以上的情形。

●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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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7万元到12,89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12,897万元到15,477万元，同比减少50%到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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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万元到12,575万元，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将减少12,575万元到15,090万元，同比减少50%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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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7万

元到12,897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2,897万元到15,477万元，同比减

少50%到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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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万

元到12,575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12,575万元到15,090万元，同比减

少50%到60%。

（三）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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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9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25,150万元。

（二）每股收益：0.2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受生猪价格大幅波动影响，下游生猪养殖企业深度亏损，疫苗需求量下

降，产能利用不足，分摊成本增加，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不达预期。同期，公司在新

冠疫情严峻时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捐赠防疫资金及检测设备设施，对净利润产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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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