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2-030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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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的

情形。

●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406亿元至416亿元，同比增长56.1%至59.9%。

●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预计2022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01亿元至411亿元，同比增长56.7%至60.6%。

一、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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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公司2022年上半年实现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6亿元至41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46亿元

至156亿元，同比增长56.1%至59.9%。

2.�预计本公司2022年上半年实现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01亿元至411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45亿元至155亿

元，同比增长56.7%至60.6%。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

二、2021年上半年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26亿元

（二）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5.62亿元

（三）基本每股收益：1.310元/股

本集团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5号》的有关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对试运

行销售相关的核算方法进行变更，并对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进行重述。 上述会计政策变

更及报表重述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因本集团2021年上半年未发生试运行销售业务，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及报表重述对2021

年上半年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本集团煤

炭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煤炭分部利润同比增长；二是本集团售电量和平均售电价

格同比增长，发电分部利润同比增长；三是本集团平均所得税税率同比下降。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对本期业绩预告内容产生重大影响的不确定因素。

上述本公司2022年上半年业绩的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或审阅，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披露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经审阅的中期

财务报表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释义

本公司 指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本期 指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81� � �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2022-033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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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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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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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00万元一3,043.00万元

盈利：13,792.1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5.29%一77.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盈利：1,629.00万元一2,343.00万元

盈利：13,195.3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87.65%一82.2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08元/股一0.0461元/股 盈利：0.20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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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国内疫情多点爆发和总体经济环境复杂变化对公司造成一定影响，经

营情况总体稳定，主营业务亏损较去年同期减少；同时，公司相应投资收益减少，由此

导致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同比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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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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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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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1.14万元–12,562.28万元 盈利：644.4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7,078.97万元–13,360.11万元 盈利：328.7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531元/股–0.3062元/股 盈利：0.0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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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因受疫情影响，公司项目施工及结算进度进展缓慢，从而导致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

2、公司所处行业在国家行业政策利好及数字化蓬勃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互联网、

基础设施建设、系统解决方案等相关企业纷纷抢占市场；另外，近年来，政府积极推动

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国企深度参与高速公路机电信息化建设对公司

经营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导致毛利率下

降。

3、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赛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英科技” ）因重要行业

资质处于暂停状态，后期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主要业务客户与赛英科技合作出现不利

变化，存在一定风险。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经过初步分析测试，赛英科技与主要

业务相关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相关资产减值金额范围预计为3,500万元-4,500万元。

4、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华东电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电子” ）支

付给安康启云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启云” ）的履约保证金2,600万元，

安康启云尚欠华东电子2,500万元未退还； 华东电子支付给江苏南搪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南搪” ）的预付款3,000万元，华东电子尚未收到相关还款。 公司已

于2021年度计提上述应收款项减值准备2,750万元。 报告期内，华东电子对上述两公司

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已对上述两公司的相关财产进行查封冻结，经与案件

承办律师沟通，鉴于上述两公司可执行的财产较少且价值较低，应收款项大部分收回

的可能性较小。 上述应收款项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再次发生了减值，根据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经过初步分析测试，上述事项预计计提应收款项减值准备1,375万元-2,750

万元。

四、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相关资产减值测试的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上述预计的2022年半年度经

营业绩包含的资产减值影响额为初步测算结果，最终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将由公司聘请

的具有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后确定，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2年半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最终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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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2022-045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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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业绩预告适用于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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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万元到10,9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773万元到6,573万元，同比将增长110%到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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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万元到10,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057万元到6,657万元，同比将增长

122%到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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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0万元到10,9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4,773万元到6,573万元，同比将增长110%

到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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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0

万元到10,8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057万元到6,657万元，同比将增长122%到

161%。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326.88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142.60万元。

（二）每股收益：0.099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2年半年度公司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在管基金当

期项目退出数量和项目投资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公司收取的管理报酬收入增

加，以及公司自有资金投资的金融资产变现导致投资收益增加，同时本期借款规模减少

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综合影响所致。

四、风险提示

基于公司财务部门自身专业知识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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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2022-043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度房地产业务

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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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

告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一、2022年上半年度房地产开发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

类型

签约面积（平方

米）/车位（个）

同比增长

（%）

签约金额

（万元）

同比增长

（%）

竣工面积

（平方米）

同比增长

（%）

紫金城

住宅

（底商）

770.81 157.75 987.78 143.55

- -

车位 153 628.57 1,183.00 346.42

二、2022年上半年度房屋出租情况

类型 出租面积（m2） 出租率（%） 租金收入（万元）

写字楼 10,067.37 57.27 275.31

其它 - - -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编号：临2022-044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上半年度私募股权

投资管理业务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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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主要

经营数据公告如下，供投资者参阅。 报告期指2022年4-6月。

一、报告期内基金募集资金情况

类型 实缴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

2022年1-6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实缴规模 0.04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在管基金累计实缴规模 287.13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在管基金剩余实缴规模 111.21

二、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管理情况

（一）公司管理的基金投资规模情况

类型 金额（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03

2022年1-6月公司管理的基金新增投资规模 0.03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在管项目剩余投资本金 100.01

（二）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IPO核准批复的情况

报告期内，在管基金参股项目中无获得中国证监会IPO核准批复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基金项目退出情况

（一）报告期项目退出的情况

类型 数量（个） 投资本金金额（亿元）

累计收回金额（亿

元）

报告期内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9 5.33 10.91

2022年1-6月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 12 7.41 15.17

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24 27.25 一一

注：1、上述已经完全退出的项目，系在管基金通过多种退出方式实现完全退出的全

部项目，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新三板挂牌、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

2、根据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特点，报告期末已上市及新三板挂牌但尚未完全退出

的项目的累计收回金额难以统计。

3、报告期内公司在管基金收到项目回款合计15.74亿元，2022年1-6月在管基金累计

收到项目回款25.13亿元。

（二）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已上市项目中无已确定退出计划但尚未完全退出的项目。

四、报告期内公司收入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管理费、管理报酬的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第二季度（4-6月） 2022年1-6月

基金管理费收入 727.83 1,843.76

管理报酬收入 13,396.56 19,576.22

合计 14,124.39 21,419.98

风险提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管理费及管理报酬收

入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故定期经营情况简报披露的收入数据仅供参

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报告期内按管理报酬收入排名前五大基金的管理报酬收入情况及依据

单位:万元

序

号

基金名称

管理报酬收入情况 管理报酬收取方式

对报告期内

管理报酬收

入产生主要

影响的项目

第二季度

数据（4-6

月）

2022年累

计数（1-6

月）

是否存

在回拨

机制

是否存

在最低

回报

条款概述

1

嘉 兴 嘉 昊

九 鼎 投 资

中心（有限

合伙）

2,619.18 4,492.97 否 否

分配原则：

基于全体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对应部分

的80%由各合伙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

给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普通合伙人实缴出资

比例对应部分100%分配给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

万邦德制药

集团有限公

司

2

上 海 昆 吾

九 鼎 投 资

发 展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2,189.80 2,189.80 是 否

分配原则及回拨机制：

由各合伙人按照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每个投资

项目变现后，对管理人预先按照净收益的20%分配，

待合伙企业所投资的全部项目变现后再汇总结算

补差。

广西田园生

化股份有限

公司

3

嘉 兴 春 秋

齐 桓 九 鼎

投 资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2,139.05 2,139.05 是 否

分配原则：

（一）归还全体合伙人在该投资组合公司的实

际出资。 100%向全体合伙人分配，直至各合伙人均

收回其在该投资组合公司的实际出资额为止。

（二） 以上分配之后的余额的80%按实际出资

份额向全体合伙人分配，20%向普通合伙人分配。

回拨机制：

在基金清算时，以整体基金核算收益，若普通

合伙人累计获得之管理报酬超过基金整体净收益

之20%， 则普通合伙人将超出部分返还给全体合伙

人，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在基金清算时，以整体基金核算收益，若本合

伙企业总体净收益低于50%， 普通合伙人不参与收

益分配，在基金清算时普通合伙人将其预分配的管

理报酬全部返还给全体合伙人，全体合伙人按实际

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广州南菱汽

车股份有限

公司、 康乃

尔化学工业

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省

安华瓷业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佳和农

牧股份有限

公司

4

南 通 昆 吾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1,743.97 1,743.97 否 否

分配原则：

首先在所有参与该投资项目的合伙人间，按照

各合伙人在该项目的实缴出资比例划分，将普通合

伙人及特殊有限合伙人基于实缴出资而应得的投

资收入划分给普通合伙人及特殊有限合伙人，其余

划分给全体一般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照下述顺序

进行分配：

(1)�分配时，首先归还一般有限合伙人在该次分

配中相应项目已出售或处置部分对应的投资成本；

(2)�以上分配后如有余额，则该余额的80%向一

般有限合伙人分配，20%向管理人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分配。

南通泰禾化

工股份有限

公司

5

成 都 银 科

九 鼎 投 资

中心（有限

合伙）

828.39 828.39 否 是

基金收益小于实缴出资的50%时， 所有收益均归全

体合伙人所有；基金收益超过实缴出资的50%时，则

向管理人或第三方分配优先回报额的25%， 如有余

额，则余额的20%为管理报酬。

河南蓝天燃

气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9,520.39 11,394.18

注：鉴于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的特殊性，自2022年三季度起公司的私募股权投资管理业务定期经营情况简报将不再披露本

表格的最后一列“对报告期内管理报酬收入产生主要影响的项目” 的信息。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本报告披露的经营指标及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300529� � � �证券简称：健帆生物 公告编号：2022-068

债券代码：123117� � � �债券简称：健帆转债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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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共计13.8750万股，并将此议案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2）。

2022年7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13.8750万股，因此公司注册

资本相应80549.7338万元减少至80535.8588万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22-10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金融子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财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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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信托”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亚太财险” ）均系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的金融子公司。

因从事银行间同业拆借业务的需要，并根据《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人民银行[2007]

3号令）、《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业务操作细则》（中汇交发[2016]347号）的相关规

定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信息披露及使用管理办法》的要

求，民生信托、亚太财险将在中国货币网披露其截至2022年6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

计）、2022年1-6月的利润表（未经审计）（详见附件）。

民生信托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2,165,347.56元， 实现净利润-73,383,138.14

元； 亚太财险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506,489,039.66元， 实现净利润13,354,387.89

元。 上述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附件：1.�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2.�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3.�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4.�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利润表（未经审计）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1：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年6月30日

附件2：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利润表

2022年6月30日

附件3：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

附件4：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利润表

证券代码：002975� � � �证券简称：博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54

债券代码：127051� � � �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比例变动达10%的公告

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714号）核准，珠海博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1月17日公开发行了526.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52,600.00万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

上〔2021〕1254号” 文同意，公司52,6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1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杰转债” ，债券代码“127051” 。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优先配售“博杰转债” 合计2,

745,050张，占发行总量的52.19%。

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4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

君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博杰转债”

合计708,230张，占“博杰转债” 发行总量的13.4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7月6日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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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的《关于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比例

变动达10%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变动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实际控制人王兆春先生、付林先生、成君先生的告知函，获悉

其于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 “博杰转债” 合计596,860张， 占 “博杰转债” 发行总量的

11.35%

1

。 本次减持的具体情况如下：

（

1

2022年7月6日至2022年7月12日合计减持数量占“博杰转债” 发行总量的

9.73%；2022年7月13日合计减持数量占“博杰转债” 发行总量的1.62%。 ）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

发行总量比例

（%）

本次减持数量

（张）

本次减持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

本次减持后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

1 王兆春 905,282 17.21 265,260 5.04 640,022 12.17

2 付林 678,917 12.91 198,960 3.78 479,957 9.12

3 成君 452,621 8.60 132,640 2.52 319,981 6.08

合计 2,036,820 38.72 596,860 11.35 1,439,960 27.38

注：因四舍五入，以上数据存在尾差。

二、备查文件

1、《可转换公司债券减持进展告知函》；

2、《博杰转债对账单》。

珠海博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26� � � �证券简称：ST瀚叶 公告编号：2022-063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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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业绩预告适用情形：实现盈利，且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50%以上。

2.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8,000万元到4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20,271.71万

元到22,271.71万元，同比增长114.35%到1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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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净利润为8,000万元到1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9,762.85万元到7,762.85

万元，同比减少54.96%到4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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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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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0万元到4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20,271.71万元到22,271.71万

元，同比增长114.35%到125.63%。

预计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8,000

万元到1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9,762.85万元到7,762.85万元，同比减少

54.96%到43.70%。

（三）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728.29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762.85万元。

（二）每股收益：0.06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2022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系本期处置长

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约31,028.11万元， 该收益最终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确认后的数据为准；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以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持有收益同比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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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22-43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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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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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万元-14000万元

盈利：33,867.2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7.52%-58.6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盈利：10000万元–13000万元

盈利：34,669.4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1.16%-62.5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60元/股-0.0586元/股 盈利：0.1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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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

标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公司于2021年10月21日出售 Urbaser,� S.A.U.100%股权，

Urbaser,� S.A.U.在本次资产交割完成后不再纳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影响。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

数据公司将在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5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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