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779� � � �证券简称：威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0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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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22年 7月7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22】070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求公司就《问询函》相关问

题在5个交易日内进行回复，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

问题进行逐项核实和回复。鉴于《问询函》回复中的部分内容尚待完善，同时部

分事项需要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全部回复工

作。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预计

将于2022年7月22日前回复《问询函》。回复延期期间，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问

询函》回复工作，并尽快完成《问询函》回复。

公司对此次延期回复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谅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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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

露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04� 900902� � � �证券简称：市北高新 市北B股 公告编码：临2022-024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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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净利润实现扭亏为盈。

●经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0元到500万元之

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预计2022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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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到200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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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0元到500

万元之间，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

2、预计2022年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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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到200万元之间。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701.4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769.6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4元。

三、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扭亏为盈的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市北生产性企业

服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北发展” ）与上海市静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以下简称“静安疾控” ）于2021年12月27日签订了《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由静安疾控受让市北发展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21号的房屋，该房

屋建筑面积为6,547.21平方米，总价款为人民币248,793,980.00元。截至2022年6月

23日，市北发展已收到静安疾控支付的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21号房屋全部款

项。 上述合同的收入确认导致公司2022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产业载体销售策略是以面向大客户销售为主，大客户销售的特征是销

售周期长、成交金额大，对公司阶段性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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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公司代码：600688� � � �公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22-29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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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集团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预计人民币-4.98亿元到-3.58亿元。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集团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人民币-4.64亿元到-3.24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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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 )�截至2022年6月30日止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98亿元到-3.58亿元， 较2021年同期预计将

出现亏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人民币-4.64亿

元到-3.24亿元，较2021年同期预计将出现亏损。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2年半年

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3、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千元） 1,244,18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人民币千

元）

1,168,305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股） 0.115

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本集团于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计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如下：

2022年上半年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化工产品市场持续低迷，产成品价格涨幅

不及原料涨幅，公司毛利减少。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6.18” 1#乙二醇装置爆炸事故尚处于调查过程中，公

司主要生产装置仍处于停车状态。除上述情况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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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股票简称：上海石化 编号：临2022-30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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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连同其附属公

司，“本集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

信息披露》之《第十三号-化工》第十五条的相关规定，特将截至2022年6月30日

止6个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2022年上半年主要产品经营数据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收入 （人民币千

元）

石油产品

柴油 131.12 132.35 9,445,275

汽油 144.83 143.23 12,661,715

航空煤油

注1

39.38 30.08 1,816,004

中间石化产品

对二甲苯

注2

31.84 31.26 2,372,144

苯

注1

16.97 16.36 1,187,946

乙二醇

注2

6.09 3.71 167,293

环氧乙烷 15.90 15.61 1,044,428

乙烯

注2

35.35 - -

树脂及塑料

聚乙烯 22.37 21.39 1,998,837

聚丙烯 22.23 20.72 1,728,133

聚酯切片

注1注2

6.86 6.91 461,552

合成纤维

腈纶 1.01 1.06 180,705

注1：销量不包括来料加工业务。

注2：产销量差距部分为内部自用。

以上销量和销售收入数据不包含本集团石油化工产品贸易数据。

二、2022年上半年主要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吨

产品名称 2022年上半年均价 2021年上半年均价 同比变动幅度 环比变动幅度

柴油 7,137 4,907 45.44% 18.90%

汽油 8,840 6,876 28.57% 15.30%

航空煤油 6,038 3,325 81.60% 48.76%

乙烯 - - - -

对二甲苯 7,588 5,030 50.85% 29.42%

苯 7,263 5,000 45.27% 7.72%

乙二醇 4,505 4,639 -2.90% -3.63%

环氧乙烷 6,692 6,650 0.63% -2.36%

聚乙烯 9,346 8,586 8.85% 5.89%

聚丙烯 8,341 8,944 -6.74% -0.96%

聚酯切片 6,681 5,286 26.38% 13.41%

腈纶 17,033 15,319 11.19% 3.23%

原材料名称

2022年上半年平均

加工成本

2021年上半年平均

加工成本

同比变动幅度 环比变动幅度

原油 4,540 2,849 59.36% 28.05%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

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36�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22-02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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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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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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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万元 至 27,000�万元 亏损：36,528.9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 23,500�万元 至 28,500�万元 亏损：34,653.9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5000元/股 至 0.6136�元/股 亏损：0.8302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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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情况与年报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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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性收益不及预期。众多线上平台公司推出的社区团购业务对线下实

体门店销售冲击影响不断扩大，线下各类型实体门店之间竞争加剧，门店客流、

销售、毛利率持续下降。

2、政策性影响亏损。公司自2021年1月开始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增加当期

亏损。

3、受到疫情反复的长期影响，消费者消费习惯发生重大改变、消费力持续降

低，对零售行业线下商超影响加大。2022年上半年西北、天津等区域阶段性处于

疫情中、高风险区域，部分门店为配合疫情封控进行不同阶段的停业，影响较大。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公司2022年上半年实际业绩情况

以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3035�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2-033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第二季度拟投资节能服务项目新增电力相关设备装机容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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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从事节能服务，

为客户能源使用提供诊断、设计、改造、综合能源项目投资及运营维护等一站式

综合节能服务。公司工业节能业务中的分布式光伏节能等服务及综合资源利用

业务中农光互补业务和生物质综合利用业务等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以下简称“《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

中规定的电力相关业务。

公司通过分布式光伏、余热余压和煤矿瓦斯综合利用等方式提高客户清洁

能源使用比例，通过农光互补及生物质综合利用等推动资源综合利用，积极落

实国家绿色发展、节能减排政策。根据《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章的有关规

定， 现将2022年第二季度公司通过决策审批拟开展的节能项目中涉及电力业务

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第二季度拟新增电力相关业务情况

节能项目

拟投资总额

（亿元）

电力相关设备

装机容量（万千瓦）

电力业务相关项目 7.56 17.75

其中：工业节能一一分布式光伏业务 7.56 17.75

上述节能项目电力相关设备的投资总额及装机容量为公司通过决策拟投

资的规模，可能会因为项目具体实施条件及客户需求等发生变化，相关计划不

构成预测或承诺。

二、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公司主要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开展上述电力业务相关项目， 为客户提

供节能服务，合同服务期一般为20-25年不等。公司实施上述项目有助于公司持

续深耕成熟领域、进一步积累节能服务经验，有利于公司在项目实施期间进一步

提升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公司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

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项目的建设及运营周期较长， 预计对公司

2022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节能项目的建设周期一般为6-18月，项目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变化、项目审批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也可能会面临

各种突发状况，从而导致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实际建设规模、开工建设情况及投

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加强项目管理，

着力防范投资风险，积极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2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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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预计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上半年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8.58亿元至9.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7亿

元到3.27亿元。

● 预计公司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在8.53亿元至9.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2亿元到 3.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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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1.预计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8.58亿元至

9.58亿元；同比增加2.27亿元到3.27亿元，同比增加35.97%到51.82%。

2.预计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在8.53亿元至9.53亿元 ；同比增加2.32亿到3.32亿元，同比增加37.36%

到53.46%。

（三）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净利润：87,101.06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109.39�万元；

（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2,106.31万元；

（四）每股收益：0.53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煤炭价格高位运行，公司煤炭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昊华能源国际 （香港） 有限公司投资的 MCMining�

Limited（以下简称“MCM” ）是在伦敦、澳大利亚和南非三地上市的上市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MCM尚未公开披露其财务报告。对损益的影响，公司将按

照其定期报告数据予以确认。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前述风险因素可能影响本业

绩预告的准确性，本预告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经营概况之用，具体财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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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22-041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上半年经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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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一一煤炭》的要

求，现将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上半年及第二

季度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二季度 同比增减 2022年上半年 同比增减

煤炭产量（万吨） 399.35 12.76% 678.38 -1.08%

煤炭销量（万吨） 396.80 9.04% 685.89 -3.37%

煤炭销售收入（万元） 236,541.68 45.90% 405,798.79 41.35%

煤炭销售成本（万元） 84,827.44 86.94% 156,983.65 52.26%

煤炭销售毛利（万元） 151,714.24 29.95% 248,815.14 35.24%

甲醇产量（万吨） 5.99 -50.73% 16.46 -27.60%

甲醇销量（万吨） 7.45 -38.28% 16.19 -28.37%

甲醇收入（万元） 16,191.17 -28.70% 32,440.61 -19.49%

甲醇成本（万元） 20,721.69 -7.35% 42,097.98 2.63%

甲醇毛利（万元） -4,530.52 -1,417.01% -9,657.37 -1,232.05%

铁路专用线运量 （万

吨）

187.63 20.80% 363.15 16.34%

铁路专用线收入 （万

元）

4,193.97 32.29% 8,126.89 32.05%

铁路专用线成本 （万

元）

1,517.54 16.99% 2,770.78 3.02%

铁路专用线毛利 （万

元）

2,676.43 42.89% 5,356.11 54.58%

受煤炭价格高位运行影响，公司煤炭业务的收入和毛利率同比均有较大幅

度增加；受检修以及原料煤、燃料煤价格高位影响，煤化工甲醇产销量同比减少，

毛利率降幅较大；铁路运输业务受益煤炭市场较好影响，运量增加，收入毛利增

幅明显。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以上数据源为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供投资

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2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上述数据与内容并不是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做出的预测或保证，公司董事

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2022一一03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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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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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8,800万元至10,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9,

937.2万元至41,637.2万元，同比减少79.18%至8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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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净利润6,300万元至7,5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41,359.21万元至42,

559.21万元，同比减少84.65%至87.11%。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一一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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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8,800万元至10,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39,937.2万元至41,637.2万

元，同比减少79.18%至82.55%。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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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利

润6,300万元至7,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1,359.21万元至42,559.21万

元，同比减少84.65%至87.11%。

3、2022年上半年公司汽车销量为71,857辆， 主要产品轻型商用车 （不含皮

卡）的市占率为9.7%，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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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37.2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8,859.21万元。

（二）每股收益：0.2522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新冠疫情多点爆发、油价高位运行等

因素的影响，商用车行业呈现整体下滑趋势，尽管公司通过积极应对市占率有所

上升，但因电池及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减少。且上述不

利因素也侵蚀了公司重要合营企业的盈利空间，使得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以上原因，致使公司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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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81� � � �证券简称：

*

ST银亿 公告编号：2022-069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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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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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万元–40,000万元

亏损：39,731.3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8.09%-20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亏损：65,000万元-70,000万元

亏损：43,020.2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1.09%-62.71%

基本每股收益[注] 盈利：约0.035元/股-0.040元/股 亏损：0.0397元/股

注：2022年2月，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安排，以现有总股本4,027,989,882股

为基数， 按照每10股转增6.48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 共计转增2,

610,137,444股股票；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4,027,989,882股增加至6,638,127,326

股，再以6,638,127,326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增5.06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转

增，共计转增3,359,343,562股股票。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最终增加至9,997,

470,888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公司根据重

整计划完成部分以股抵债后产生债务重组收益约9.9亿元所致，该等收益为非经

常性损益。

本报告期公司虽实现扭亏为盈，但因受国内外新冠疫情持续及经济下行因

素影响，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境内外业务经营情况未有好转，同时公司旗下房

地产业务受项目交付收入较少、 财务费用以及自持物业折旧计提等因素影响，

经营业绩仍为亏损。

四、风险提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

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

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4.17条第（六）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五、其他说明

1、 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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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指定《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71� � � �证券简称：ST高升 公告编号：2022-57号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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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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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万元～亏损6,500万元 亏损：4,188.26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亏损13,200万元～亏损6,700万元 亏损：5,143.7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元/股～亏损0.06元/股 亏损：0.04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处于东北和上海两地区的业务，受疫情影响收入大幅

下降，其中虚拟专用网服务业务受政策和疫情影响没有实现收入。公司新版块

业务没有实现预期收入。为维系客户及进行业务拓展和项目开发，公司仍需支

付相应的成本费用，导致净利润下滑。

（二）报告期内，公司计提的应收及应付违约金等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公司

净利润增加约2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业绩预告的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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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2022-057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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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按中国会计准则初步测算，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本公

司” ）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80亿元，与上年

同期数据相比，将增加约119.58亿元或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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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6亿元，与上年同期数据相比，将增

加约115.29亿元或19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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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预计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80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19.58亿

元左右，同比增加198%左右；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公司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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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76亿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将增加115.29亿元左右，同比增加19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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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42亿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0.71亿元。

（三）每股收益：1.2438元/股。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2年半年度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主要是由于：

2022年上半年，受境内外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影响，本公司主要产品价格维持

高位；本公司持续推进精益管理，对冲成本费用上涨影响，公司业绩大幅提升。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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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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