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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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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292.98万元至46,049.21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05,364.13万元到

110,120.36万元，同比减少69.59%到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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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1,576.56

万元至46,332.79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105,870.78万元到110,627.01万元， 同比减少

69.56%到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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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292.98万元至46,049.21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05,364.13万元到110,120.36万元，同比减少69.59%到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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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41,576.56

万元至46,332.79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105,870.78万元到110,627.01万元， 同比减少

69.56%到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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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13.3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152,203.57万元。

（二）每股收益：1.1383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国内疫情散点多发、消费需求转弱等因素影响，产品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有

所下降。上半年，国际供应链运行依旧不畅，海外浆厂开工不足，进口纸浆和木片成本同比上

升，加之能源及物流成本上涨，致使产品单位成本增加。综合以上因素，2022年半年度盈利水平

较去年同期回落。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复杂困难局面，践行科技创新和数智化转型，提高设备生产效率，

产量同比较快提升。通过精细化管理及环节过程管控，优化成本结构、挖潜增效，加强管控吨纸

原料及能源单耗，部分减轻了原料成本上升影响。销售端精准把握细分市场客户需求，持续优

化产品结构，烟卡、食品卡等差异化产品占比提高；抢抓海外市场机遇，加速开拓国际市场，外

销占比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产品销量较去年同期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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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2-026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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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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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万元–2,000万元

盈利：15,298.1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0.19%-86.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500万元–2,000万元

盈利：13,949.4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9.25%-85.6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元/股–0.04元/股 盈利：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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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各地疫情影响，公司生产和部分区域的货物交付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

司产量和销量不及去年同期。

2、报告期内，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公司产品提价滞后于原材料涨价。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与公司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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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88� � � �证券简称：峨眉山A� � � �公告编号：2022-35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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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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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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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万元–6,000万元 盈利：3,468.1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6,200万元–6,700万元 盈利：3,331.7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44元/股–0.1139元/股 盈利：0.0658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但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自3月以来，受新冠疫情持续影响，旅游行业受到严重冲击。二季度期间，峨眉山景区接待

人次同比下降73.8%，景区游客的大量减少导致公司经营业绩下滑较为严重，公司报告期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但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以及各地区执行更精准的疫情防

控政策，公司相信旅游市场将会迎来快速复苏，下半年公司将积极开拓市场，提高服务质量，全

力争取在困难中找到新的机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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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3991� � �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4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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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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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人民币（下同）-590万元到-740万元。

2、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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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690万元

到-86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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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

年同期相比， 将继续出现亏损，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590万元到-740万

元。

2、预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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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690

万元-860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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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06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68.40万元

（二）每股收益：-0.14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公司生产基地位于上海市。报告期内，由于全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地区新冠疫情的影响，

公司生产经营、物流运输以及原材料供应等环节受到了较大影响，导致公司订单减少，营业

收入下降。

四、风险提示

本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遵循会计准则进行的初步核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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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存在偏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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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至正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1289�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2-04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申请注册及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批准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决定及处理公司以一次性或分期的形式在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含1000亿元）的债务融资工具的相

关事宜，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超短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含中长期含权票据）、永续

票据、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票据、项目收益票据、权益出资型票据等在内的债务融资

工具；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理层处理上述相关事宜。

公司已于2022年7月13日发行2022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所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

偿还公司本部及子公司有息债务及补充营运资金等。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全称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2龙源电力SCP012 期限 29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12282459 发行日 2022年7月13日

起息日 2022年7月14日 兑付日 2022年8月12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63%

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135�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22-050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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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31,147,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52%，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131,147,5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252%。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2年7月20日（星期三）。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3557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1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131,147,540股，上述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1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6个月。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1,034,402,200股增加至1,165,

549,740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配股、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

事项，公司股本总数未发生变化，限售股份数量亦未发生变化。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一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张波、林秀浩、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一一宁聚量化多策略证券投资基

金、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一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一理想资本科技无限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锭平、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一一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一乐信腾飞5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余芳琴、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一德汇优选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一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林天翼，

上述股东均遵循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与其签订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的有关约定，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六个月

内不转让所认购的股份。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对

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7月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1,147,5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252%。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数为18名，涉及证券账户总数为54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股东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1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

本－鑫鑫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4,153,005 4,153,005

2 张波 张波 4,153,005 4,153,005

3 林秀浩 林秀浩 4,153,005 4,153,005

4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一一宁聚量化多策略证

券投资基金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宁聚量化多策略证券投资

基金

9,836,065 9,836,065

5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53,005 4,153,005

财通基金－上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财通基金君享福熙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2 2,185,792

财通基金－汉汇韬略对冲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添

盈增利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645 54,645

财通基金－天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君享天成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外贸信托－增远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外

贸信托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2 2,185,792

财通基金－倪力鸣－财通基金

征程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71,038 71,038

财通基金－银创增盈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创增

润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1,148 131,148

财通基金－银创鑫升10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创

增润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银创混合策略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

创增润1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银创增盈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创增

润1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银创增盈对冲2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银

创增润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张晓春－财通基金

天禧定增3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63,934 163,934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56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37,158 437,158

财通基金－周凤羽－财通基金

安吉36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01,093 601,093

财通基金－深圳市至远投资有

限公司－财通基金至远1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谢金凤－财通基金

天禧定增3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西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109,290 109,290

财通基金－蒋宏－财通基金天

禧定增3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天禧定增12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37,158 437,158

财通基金－朝景－机遇1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建兴

机遇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58 21,858

财通基金－熊芬芬－财通基金

玉泉合富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27,869 327,869

财通基金－张继东－财通基金

玉泉10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109,289

财通基金－李彧－财通基金玉

泉100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109,289

财通基金－张忠民－财通基金

玉泉100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109,289

财通基金－黄加坤－财通基金

玉泉107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89 109,289

财通基金－永旭东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财通基金永旭东海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39,344 1,639,344

7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青岛城

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371,584 4,371,584

8

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理想资本科技无限2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中保理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理想资本科技无限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10,110,382 10,110,382

9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53,005 4,153,005

10 吴锭平 吴锭平 4,153,005 4,153,005

1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120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4,153,005 4,153,005

诺德基金－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215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2 2,185,792

诺德基金－深梧鼎盛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15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74,317 874,317

诺德基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96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655,738 655,738

诺德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诺德基金浦江107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46,448 546,448

诺德基金－财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233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327,869 327,869

诺德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10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327,869 327,869

诺德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诺德基金浦江202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 218,579

诺德基金－蓝墨专享9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12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 218,579

诺德基金－恒睿保睿套利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

江31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18,579 218,579

诺德基金－浪石扬帆3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20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3,934 163,934

诺德基金－东源投资鸣森定增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

金浦江29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诺德基金－浪石量化进取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

江20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09,290 109,290

12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汇全球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5,464,480 5,464,480

13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乐信腾飞5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杭州乐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乐信腾飞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605,473 6,605,473

14 余芳琴 余芳琴 19,672,131 19,672,131

15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里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10,928,961 10,928,961

16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汇优选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153,005 4,153,005

17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

一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广东德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德汇尊享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371,584 4,371,584

18 林天翼 林天翼 10,928,961 10,928,961

合计 131,147,540 131,147,540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202,797,958 17.40 -131,147,540 71,650,418 6.15

首发后限售股 131,147,540 11.25 -131,147,540 0 0

高管锁定股 71,650,418 6.15 0 71,650,418 6.15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62,751,782 82.60 131,147,540 1,093,899,322 93.85

三、股份总数 1,165,549,740 100.00 0 1,165,549,740 100.00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东南网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

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相关承诺。 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股票代码：600895� � � �股票简称： 张江高科 编号：2022-024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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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

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86万元到2,37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

168,226万元到167,834万元，同比下降98.8%到98.6%。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22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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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万元到1,93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68,763万元到168,445万

元，同比下降99.1%到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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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

986万元到2,37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68,226万元到167,834万元，同比下降98.8%到

98.6%。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22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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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万元到1,93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168,763万元到168,445�万

元，同比下降99.1%到98.9%。

（三）公司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211.9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0,375.25万元。

（二）每股收益：1.10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度，公司产业空间载体开发建设及租售业务稳健开展，公司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在疫情期间减免小微企业租金0.7亿元的情况下，仍实现租赁业务收入近 3.8�亿元，较

上年同期基本持平，租赁形势良好；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9.47�亿元，较2021上半年小幅下降，

租售业务收入总体保持平稳；公司产业投资业务稳步推进，但上半年海内外资本市场受地缘

政治危机和局部战争，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冲击等原因出现大幅波动，导致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境内外二级市场股票市价持续低迷， 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有所减少，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上年略有减少。同时，公司下

属合营企业Shanghai� ZJ� Hi-Tech� Investment� Corporation�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已上市股票）报告期末市价较上年度末同比大幅下降，而上一年

度该金融资产期末市价较期初大幅上升， 使得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该合营企业长期股权投

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该金融资产2022年上半年度市价下跌造成当期投资损失约3.99

亿元，而上年同期该金融资产市价上涨产生的投资收益为14.27亿元。

因上述原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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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后的

2022年上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7月 15日

证券代码：603318� � � �证券简称：水发燃气 公告编号：2022-053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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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经初步测算，预计2022年

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到3,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89.18万元到489.18万元，同比增长3.06%到16.8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50万元到2,950万元， 与上

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7.12万元到437.12万元，同比增长1.48%到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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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万元到3,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89.18万元到489.18万元，同比增长3.06%到16.81%。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550万元到2,950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增加37.12万元到437.12万元，同比增长1.48%到17.40%。

（三）本次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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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8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12.88万元。

（二）每股收益：0.0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主要受以下因素综合影

响：

（一）主营业务影响：

1、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整体盈利能力增强，同时通过债权转让优化公

司财务结构，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2、2022年3月开始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通辽市隆圣峰天然气有限公司和铁岭市隆圣峰

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及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预增没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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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水发派思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22-09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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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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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0万元–28000万元

亏损：21,993.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7.31%-27.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16000万元–28000万元

亏损：22,551.6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4.16%-29.0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6元/股–0.27元/股 亏损：0.215元/股

营业收入（如适用） 11000万元–16000万元 43,276.76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如适

用）

10000万元–15000万元 42,760.75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

公司较高的财务费用是造成公司预计经营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

2、因新冠疫情造成的普遍广泛影响，行业经营环境仍然不甚乐观，加之项目相关方资金

回笼不及时、原材料及能源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的不利影响。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

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实” ）部分项目工程进度放缓、回款延迟；同时，为

适应持续疫情环境下资金紧张的实际情况、适当减少项目垫资，中科鼎实适当调整了部分项

目的投标计划，预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3、报告期公司在推进原有项目开展及拓展新业务的同时，着力加强成本控制管理、缩减

不必要的开支，成本控制工作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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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2�年半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请投资者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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