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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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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R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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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万元 ~�20,000万元 亏损：4,814.0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1302元 /股 ~�-0.1736元 /股 -0.0418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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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2021年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 公司新能源材料铝塑膜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0%，毛

利同比增加 1.3亿元，利润同比增加 9,500万元。
2021年下半年以来，全球芯片短缺对消费类电子行业产生了较大冲击，因下游客户需求下降，公

司光电材料业务受到较大影响。 同时受非材料业务下降、计提成都新晨坏账准备、财务费用增加以及
其他因素影响，导致公司 2021年第 1-3季度产生亏损，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2020年 1-9月受到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公司个人防护用品业务贡献了较大营业收入和利润，
2021 年 1-9 月疫情趋于平稳，导致个人防护用品业务的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42 亿元，利润同比减少
7,100万元。

2、基于会计准则中谨慎性的原则，本期计提成都新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往来款坏账准备金额
5,200万元。

3、2021年 1-9月公司精密制造业务处于优化客户结构阶段，导致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2.57 亿
元，利润同比减少 3,100 万元，目前新的战略合作客户导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新客户订单陆续交付
中，预计第四季度将有所增长。

4、公司于 2020年末剥离上海瀚广后，2021年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公司 2020年 1-9 月的
营业收入包含超净产品业务剥离后的过渡期收入，而随着过渡期基本结束，上述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
大幅减少。 以上因素导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1.05亿元，毛利同比减少 1,300万元。

5、受资金成本上升的影响，本期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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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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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满足业务拓展及战略发展的需要，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在威海市南海新区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山东天润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润精
密”），注册资本为 1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2,000万元，持股比例 100%。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年 7月 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38）。

为有效整合公司优质资源，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公司将投资天润精密出资方式由以自有资金方式
变更为以实物资产加自有资金方式（其中实物资产 103,711,883.74 元，自有资金 16,288,116.26 元），出
资总额不变。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实物资产出资，且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投资所涉及的资产情况
1、本次投资涉及的实物资产为公司目前拥有的部分铸造业务相关的设备类实物资产（金额以基

准日 2021年 9月 30日账面净值扣除负债后的净额）。
截至基准日 2021年 9月 30日，投资涉及的铸造业务设备类实物资产（账面净值）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账面净值）
固定资产 103,739,783.74
其中：设备类 103,739,783.74
资产合计 103,739,783.74
应付账款 27,900.00
负债合计 27,900.00
净资产 103,711,883.74

2、本次用于投资的实物资产运营状况良好，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本次投资涉
及的上述相关负债（应付账款）系公司购买上述设备而尚未支付的应付账款，用于投资的实物资产不
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或者冻结等司法措施。

二、本次投资涉及的其他安排
1、人员安置
公司将本着“人随业务/资产走”的原则，本次投资涉及的铸造业务员工将由天润精密接收使用，相

应劳动关系转移至天润精密， 公司及天润精密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履行必要程序后为员
工办理相关转移手续。

2、房屋租赁
本次投资涉及的铸造业务设备所占用的公司房屋建筑物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等， 将由天润精密向

公司租赁使用。
3、负债转移
本次投资涉及的上述相关负债系公司购买上述设备而尚未支付的应付账款， 债务转移已经取得

债权人的书面认可，公司、天润精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了《债务转移协议书》，上述相关债务由天润精
密承接。

4、变更登记与备案
2021年 10月 14日，天润精密已就本次相关变更事项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铸造业务整合至天润精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理顺管理关系，提升管理效率，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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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019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摩根士丹利证券”）（中信证券、招商证券、摩根士丹利证券以下合称“联
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4,165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10.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208.2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
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165.4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91.35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 年 10 月 18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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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

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亚康股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０８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１８号创富大厦８０５室
３、联系人：曹伟
４、电话：０１０－５８８３４０６３
５、传真：０１０－５８８３４０６１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保荐代表人：陈晔、韩培培
３、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１０１２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

层
４、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５、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８０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
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 “养老
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１３，３３３．３３３４万股。 公开发行的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
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６６．６６６６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２，２１６．６６６８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９５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
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１日（Ｔ＋２
日）刊登的《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定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８日（Ｔ－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和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002947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1-066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4日披露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1-065），其中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出现单位错误，现作修正如下：

修正前：
(三) 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123.93元 -5,321.01万元 盈利：1,970.74万元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扣除股权激励计划费用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643.16万元 -3,934.61元 盈利：2,914.52万元

修正后：
(三) 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123.93万元 -5,321.01万元 盈利：1,970.74万元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扣除股权激励计划费用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643.16万元 -3,934.61万元 盈利：2,914.52万元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他内容不变。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
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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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修正后的《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947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2021-065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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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 预计的业绩：■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一) 特别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若剔除因员工激励形成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公司于本年第三季度实现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 25%-35%之间。
报告期内， 公司在综合考虑了市场环境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后， 认为对于继续实施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激励效果。 为了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

者的合法利益，经审慎考虑，在实施完成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权益的第一次行权/解除限售事项之后，
公司决定终止该计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如果在等待期内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企业应当对取消所授
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加速行权处理， 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确认资本公
积。 因此，股权激励计划终止后，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调整为在 2021 年度本期确
认。 报告期内，因实施及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认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预计为 9,039.69万元。

(二)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1,628.49万元 -2,035.61万元
盈利：8,142.4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0.00%-125.0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005元 /股 -0.1257元 /股 盈利：0.5131元 /股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扣除股权激励计划费用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996.40万元 -7,359.85万元
盈利：9,086.2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9.00%-23.00%

(三) 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123.93万元 -5,321.01万元
盈利：1,970.7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60.00%-370.0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163元 /股 -0.3285元 /股 盈利：0.1230元 /股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扣除股权激励计划费用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3,643.16万元 -3,934.61万元
盈利：2,914.5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5.00%-35.00%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的有关规定，因公司于 2021 年 4 月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2020 年前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由 0.6670 元/股调整为 0.5131 元/股，2020 年第三季度
基本每股收益由 0.1599元/股调整为 0.1230元/股。

二、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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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紧紧把握住了行业机遇，积极拓展市场，有序经营、稳健发展，同时基于

与下游客户的密切合作以及自身产能的持续释放，公司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产品市场份额
进一步扩大。

2.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对内部进行精细化管理。进入 2021年三季度，公司产
品结构不断优化，新产品占比大幅提升，公司自动化生产优势显现，新产品工艺水平得到提升，使公司
的成本费用得以控制和优化，公司产品的整体盈利水平得到了提升。

3. 2021年第三季度，公司基于市场环境因素和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考虑，终止了 2020 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因实施及终止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形成的股份支付费用对报告期的影响预
计为 9,039.69万元左右。 除去股份支付造成的影响， 公司第三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幅在 25%-
35%之间。

4.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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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1 年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1-132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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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2021年前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前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增减变动
幅度(％)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增减变动
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3,909,805.16 2,093,952.76 86.7189 1,683,948.23 923,174.28 82.4085

营业利润(万元) 207,314.39 114,893.73 80.4401 82,568.20 37,684.77 119.1023

利润总额(万元) 207,326.04 114,489.95 81.0867 82,485.14 37,338.96 120.9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29,838.36 68,602.51 89.2618 51,867.91 22,447.83 131.0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万元） 127,855.94 56,746.78 125.3096 53,214.83 20,093.47 164.8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339 0.6124 36.1692 0.3331 0.2004 66.2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97 9.11 4.8600 5.35 2.98 2.3700

2021年 9月 30日 2021年 1月 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7,563,302.72 5,514,661.30 37.1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989,820.25 864,557.33 14.4887

股本（股） 1,558,028,003.00 1,556,959,203.00 0.0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3530 5.5529 14.4087

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等业绩指标同向上升。2020年，公司收购中国山
东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高速尼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工商登
记变更，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2020
年财务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6.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 89.26%。 主要由于，公司坚持战略引领，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进一步加大市场开发力
度。巩固山东市场的同时，突出区域化经营。对接国家发展战略部署和区域协同发展需求，在全国范围
内优化市场布局，在重大区域有序配置增量，调动存量，加大区域市场开发力度。 重点运作体量大、附
加值高的城市更新、片区开发、水环境治理等项目，提升市场占有率。 二是加强项目精细化管理。 推行
项目标准化建设和智慧工地建设，强化成本管控，促进降本增效；在施工进度等重点方面进行科学高
效管控，项目进度加快，营业收入增加。 三是进军新业务领域，注重弥补短板。 2021年前三季度新增多
家并购企业，上年并购企业同步释放生产潜能，助推公司经营业绩提升。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79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5.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大幅增
加，主要由于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长，同时上年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
公司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三、备查文件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0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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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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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00万元
亏损：-11,386.8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99.3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778元 /股 亏损：-0.0900元 /股

（2）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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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万元
亏损：-3,881.8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5.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16元 /股 亏损：-0.0304元 /股

注： 上述期间国光电器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对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约-5,000 万
元，扣除前述影响后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实现主营业务盈利约 5,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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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盈利， 主要原因为随着国内疫情

好转，品牌客户需求逐步回升，公司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更加聚焦核心品牌客户和优质客户，积极拓
展市场；同时，海外 SPE 公司的移动端业务和自研浏览器业务稳步增长。 公司经营持续向好，盈利能
力稳步增长。公司持有的国光电器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对 2021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影响约 1亿元，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另外，公司于 2020 年年末终止了股权激励计划，较上年同期相
比，本报告期无需支出股份支付费用。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期业绩预计数据，由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三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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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2021-062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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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期初到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600万元–3,900万元 亏损：19,728.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56元 /股–0.0235元 /股 亏损：0.1186元 /股

（2）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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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9.24万元–1,659.24万元 亏损：1,756.7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22元 /股–0.0100元 /股 亏损：0.0106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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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经营业绩较上期增长，主要受益于公司在 2020 年度完成了司法重整，债务问题得到解决，

利息支出较上期相比大幅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约为 700 万元，主要来自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等事项产生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2021 年前三季度实际业绩情况及财务数据请以公

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1-056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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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67,000万元—53,000万元 亏损：4,485.0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元 /股— -0.20元 /股 -0.02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4,009.28万元—9.28万元 盈利：20,597.7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217元 /股— -0.00003元 /股 0.0767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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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业务转型，单季度利润环比提升。 公司环保业务和循环经济业务继续加

大投入，产值和利润占比逐步提升；生态业务重点推进原有项目的收尾和结算，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
比下降。 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同比增加，对公司利润造成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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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21-134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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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 1-9月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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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198.70万元— 775,198.70万元 盈利：54,711.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8057元 /股— 0.8496元 /股 盈利：0.0599元 /股

注：基本每股收益总股本扣减了因实施股份回购减少的股份数 185,488,452股，下同。
（2）2021年 7-9月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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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00.00万元—430,000.00万元 盈利：71,371.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4274元 /股— 0.4713元 /股 盈利：0.0780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6、7月份企业遇到了严重的流动性压力，带来商品货源严重不足，7 月底核心电器 3C 业务的库

存商品规模最低时仅为正常运营时期的 30%左右，此外企业运营开支急剧压缩，严重影响了终端渠道
的销售实现，整体来看使得第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预计同比大幅下降，带来毛利同比大幅下降，虽然
公司持续严控各项费用，但调整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 39亿元—43亿元。 若剔除苏宁金服投资收益以及家乐福的影响后，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 30.5亿元—34.5亿元，环比第二季度同口径下净利润，亏损有所收窄。 前三季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73.52亿元—77.52亿元。

7月初在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企业引入新的战略投资人，在新董事会的带领下。 企业积
极开展恢复生产经营。

一方面在省市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指导下， 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得到有序恢复和开展，8 月苏
宁易购联合授信委员会成立，各家银行稳定存量授信规模，并积极推动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增量授
信，企业流动性逐步恢复，库存规模缓慢爬升，带来了 8月下旬、9月公司销售收入环比增长，其中 9 月
公司商品销售规模 GMV环比 8月增长 24%，核心电器 3C业务商品销售规模环比 8月增长 30%。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贯彻落实“做好零售服务商、做强供应链、做优经营质量”三大战略”，推进降
本、提效、增收工作。

公司持续严控各项费用，精简组织提高人效，人员费用环比二季度下降约 35%，同比下降约 37%；
加快亏损门店的调整及门店降租转租招商等工作，租赁费用环比下降约 13.5%，同比下降约 18%；营销
费用环比下降约 70%，同比下降约 80%。整体来看，三季度费用环比二季度进一步下降约 10%，比去年
同期下降约 27%。 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推动费用逐月环比下降，在人员费用、仓储费用等方面仍有挖潜
空间；此外加强优化组织和激励、提高人效、组织效率和费用投入产出水平。

与此同时，继续推进流动性改善、库存水平回升，以有价值销售恢复和可持续增长作为方向，进一
步提升各渠道的核心能力建设。 企业大力发展零售服务商业务，苏宁易购零售云继续保持较快的开店
速度，前三季度新开 2,085家加盟店，四季度零仍将保持较快发展速度。

现在苏宁仍处于困难阶段，但在省市政府、各产业投资人的积极支持下，管理层及全体员工上下
齐心，全力推动生产经营的恢复及业务发展。 预计四季度环比三季度将持续经营改善，逐步恢复，我们
的目标是降本增效增收同步推进，力争四季度单月实现核心电器 3C业务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
利润）转正。

2、前三季度公司非经营性损益项目影响金额约为 16 亿元，主要包括珠海普易物流产业投资人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收购公司物流资产公司、18苏宁债第二次债券购回带来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21-079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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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00万元–553.20万元 亏损：25.3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70元 /股–0.0105元 /股 亏损：0.0005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

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业绩出现亏损。 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生产经营正常，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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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045、200045 证券简称：深纺织 A、深纺织 B 公告编号：2021-57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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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2021年 1月 -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7,860万元–8,660万元 盈利：2,5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8.84%-240.2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550元 /股–0.1708元 /股 盈利：0.05元 /股
项 目 2021年 7月 -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00万元–1,000万元 盈利：2,47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9.56%-91.9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39元 /股–0.0197元 /股 盈利：0.0487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一是今年偏光片市场行

情持续向好，公司进一步优化订单结构，平均毛利率稳步提高；二是去年同期应对新冠疫情支持企业
共渡难关，公司积极响应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国资委的号召对部分租户减免 2020 年度二、三月份租金，
本期租金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公司超大尺寸电视用偏光片项目（7 号线）于今年 7 月份量产后尚处于爬坡期，加之固定资产折
旧、摊销，导致产品单位制造成本较高；同时，公司增加研发投入，对公司第三季度业绩造成了一定影
响。 随着 7号线爬坡的推进，良率、车速等技术指标的提升和产能释放，将助推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

报告期内， 公司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1,889 万元，
主要为深圳市深纺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清算收益和政府补助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对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334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306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福莱蒽特”，股票代码为“605566”。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
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2.21元/股，发行数量为3,334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001.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2%；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33.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9.9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3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000.6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0月1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9,901,64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63,132,082.0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04,35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61,177.92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332,78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07,349,069.27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1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9,070.73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谢超 谢超 121 3, 897.4 3, 897.40 120 3, 865.20 1

2 于朝旭 于朝旭 121 3, 897.4 3, 879.41 120 3, 865.20 1

3 吕威 吕威 121 3, 897.4 3, 891.41 120 3, 865.20 1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4 郑明 郑明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5 吴志刚 吴志刚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6 黄寅利 黄寅利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7 鹿群 鹿群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8 中国农垦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9 姚君 姚君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10 深圳博普科技
有限公司

博普中睿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11 杭虹 杭虹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12 吕礼发 吕礼发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13 杨国芬 杨国芬 121 3, 897.4 0.00 0 0.00 121

合计 1, 573 50, 666.33 11, 668.22 360 11, 595.60 1, 21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05,565股，包销金额为3,400,248.65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0.32%。

2021年10月1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project_fletecm@citics.com

发行人：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