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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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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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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2,800万元–3,200万元 盈利：2,351.5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94元 /股–0.0450�/股 盈利：0.0331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50万元–1,120万元 亏损：-1,645.8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05元 /股–0.0157�/股 亏损：-0.0231元 /股

3、预计的期末净资产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800万元– -3,500万元 1,735.76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提升海洋牧场资源产出能力及附加值， 聚焦獐子岛海参食品、 休闲食品及

“獐子岛味道”系列海洋食品，加快市场建设，推进瘦身减负工作，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努力提升主营
业务盈利能力。 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877 万元，本报告期内预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减亏 8,800-9,200 万元。 受新冠疫情、进出
口国际贸易形势，以及股民诉讼案件和解赔付及预计负债带来的相应费用等影响，前三季度累计未能
实现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具体数据详见公司《2021年前三季度报告》。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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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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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獐子岛”）控股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

（以下简称“投资发展中心”）、股东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褡裢经济发展中心”）、
股东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因融资需要，分别将其持有公
司的 15,996 万股股份、5,128.68 万股股份、3,8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安证券”），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等公告。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尚未完成股
份质押购回还款义务。

二、股份质押进展情况
近日， 投资发展中心、 褡裢经济发展中心、 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决书》

（（2021）深国仲裁 314号）。 因与平安证券的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深圳国际仲裁院裁定：
（一） 投资发展中心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平安证券偿还融资款本金并支付相应的违约

金。
（二）褡裢经济发展中心、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对投资发展中心在上述第（一）项裁决中所确定的债

务不能清偿部分在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三）平安证券对折价、变卖或拍卖投资发展中心质押的 15,996万股獐子岛股票、褡裢经济发展中

心质押的 5,128.68万股獐子岛股票、大耗经济发展中心质押的 3,800万股獐子岛股票所得享有优先受
偿权。

（四）投资发展中心、褡裢经济发展中心、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平
安证券支付为本案仲裁支出的律师费用。

（五）本案仲裁费，由投资发展中心、褡裢经济发展中心、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在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十日内共同承担并径付平安证券；平安证券已预交的仲裁费，抵作本案仲裁费不予退还。

（六）驳回平安证券的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说明
1、截止本公告日，投资发展中心持有公司 15,996.89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2.4956%），其中质

押 15,996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22.4943%、占其持有股数 99.9944%）；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公司
5,128.68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2122%），其中质押 5,128.68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7.2122%、占
其持有股数 100.0000%）；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公司 4,870.5645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8492%），
其中质押 4,8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6.7500%、占其持有股数 98.5512%），司法冻结 1,070.5645 万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1.5055%、占持有股数 21.9803%）。

2、本次收到《裁决书》目前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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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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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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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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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9,500万元 -10,000万元 亏损：24,172.6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35元 /股 -0.0368元 /股 亏损：0.0890元 /股
（二）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基本持平

项 目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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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万元 -5,500万元 盈利： 5027.1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0184元 /股 -0.0202元 /股 盈利：0.0185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1、受 2020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下降及“后疫情”时期项目执行周期延长影响，2021 年公司收入利

润水平与疫情前仍有差距。 三季度公司生产经营起稳向好，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 10%，前三季度新签
及中标未签合同超过 20亿元，存量合同超过 30亿元。 四季度公司将继续加速推动落实各项业务，进
一步提升经营业绩。

2、2021年以来，公司坚决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重塑增长基因，通过建立前端营销体
系、IPD研发管理体系、LTC项目管理体系，持续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推动降本增效。公司通过人才梯队
和领导力建设，增强企业使命感，提高执行力，推动组织能力提升。

3、公司前期布局项目陆续出资，导致融资规模上升，前三季度财务费用超过 1.3 亿元，同比上升
50%。

4、2021年 9 月 17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会计估计的相关议案，三季度信用减值损
失转回金额约 9,000万元。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约 1,000万元，当期实现
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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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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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17 证券简称：华尔泰 公告编号：2021-003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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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华尔泰，证券代码：001217）于

2021年 10月 13日、2021年 10月 14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

的重大事项；

5、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等相关章节， 以及 2021年 9月 29日披露的《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1-
001）。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
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7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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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公司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单独计票，中小股东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且不包括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 10月 14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10月 14日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

15:00 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10 月 14 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号 C区 25号楼 4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陈苹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为 691,229,485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70,895,319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72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人，代表股份 170,633,0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4.685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6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人，代表股份 2,169,0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906,7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7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6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37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关于就业绩补

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0,793,6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5％；反对 82,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84％；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67,3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5.3114％；反对 8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3.8127％；弃权 19,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87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常晖、林煌彬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8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部分业绩补偿款暨和解方案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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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就业绩补偿诉讼与补偿义务人达成和解方案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
司于同日与摩奇卡卡原股东（以下简称“补偿义务人”）签署了《和解协议书》，与补偿义务人就业绩补
偿诉讼事项达成和解。《和解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9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

根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公司已于 2021年 10月 14日收到第一期补偿款 4,000 万元。 目前《和
解协议书》正常履约中，但剩余业绩补偿款的收回仍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
续关注补偿义务人后续补偿款的支付进度，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富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80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主营产品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近期各产区电力供应紧张，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在采取规模制造、精益生产、集中采购等降本增效策
略措施的同时，综合考虑市场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经公司研究决定对主营产品价格进行合理调整，
自 2021年 10月 15日起上调瓷砖产品的销售价格。

一、 本次主营产品价格调整的基本情况
（一）政策说明

对所有普销常规产品（不包括整装和工程产品）在原开单价（正价）基础上上调 5%（600×1200mm
及以下规格产品在 10月 11日的价格基础上调整）。

（二） 生效时间
此价格从 2021年 10月 15日起生效。 2021年 10月 14日 24:00前未完成开单的产品按照新价格

政策执行。
二、 主营产品价格调整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原材料及能源市场价格变化，积极做好后续价格调整工作。 公司主营产品销售价

格全面上调对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董事会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瓷砖产品价格调整对产品销量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新价

格持续时间也不确定，尚存价格持续波动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防范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瓷砖产品价格调整的通知》。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776 证券简称：ST柏龙 公告编号：2021-050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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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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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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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万元–5000万元 盈利：13980.0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8元 /股–0.09元 /股 盈利：0.26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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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万元–2900万元 盈利：2621.8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4元 /股–0.05元 /股 盈利：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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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是：当期销售订单对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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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披露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于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违规担保理财产品余额为 4.7 亿元， 其中 3.7

亿元由于履行担保责任已被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划扣，剩余 1亿元处于质押担保状态，且其中 6000
万元被广州市天河人民法院冻结。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1-048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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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R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度前三季度（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73496万元–356373万元 盈利：160166万元 盈利：165755万元
与上年同期调整后相比， 预计增长 ：65%�
-1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676元 /股 -0.8699元 /股 盈利：0.3910元 /股 盈利：0.4046元 /股
（2）2021年度第三季度（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11870万元–134244万元 盈利：51718万元 盈利：44748万元

与上年同期调整后相比， 预计增长 ：150%�
-2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31元 /股 -0.3277元 /股 盈利：0.1262元 /股 盈利：0.1092元 /股
注：因公司 2020 年 12 月完成同一控制下的股权收购，及 2020 年实施权益分派，故上年同期列

示调整前及调整后数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受煤炭市场需求旺盛、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煤炭产品销量及价格

均有一定幅度增长；二是公司积极推行精益化管理，持续强化成本费用管控。
四、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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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季度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1-137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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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1）2021年 1月 1日-9月 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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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万元–4500万元 亏损：-772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4元 /股–0.31元 /股 亏损：0.54元 /股

（2）2021年 7月 1日-9月 30日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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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元–盈利:700万元 亏损：385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元 /股–盈利:0.05元 /股 亏损：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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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扭亏主要由于深圳前海汇能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案件转回预计负债约 4145 万元，该事项

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业绩的详细数据以

公司 2021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504 证券简称：ST弘高 公告编号：2021-049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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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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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前三季度（1月 1日至 9月 30日）业绩预测情况

项 目 本年前三季度 上年前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801.19%—662.55%
亏损：-1,442.53万元

亏损：13,000万元至 11,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267元 /股至 -0.1072元 /股 亏损：-0.0141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7月 1日至 9月 30日）业绩预测情况

项 目 本年第三季度 上年第三季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2994.87%—2042.60%
亏损：-210.03万元

亏损：6,500万元至 4,5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37元 /股至 -0.0442元 /股 亏损：-0.0021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原因主要由于公司主要账户被冻结，导致个别项目无法承揽，公司主动收缩非优质项目

投入，减少工程垫资。 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公司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公司营业收入
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38 证券简称：*ST万方 公告编号：2021-091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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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约 500.00万元 -750.00万元 亏损：1,225.05万元

比上年同期亏损下降：
约 140.81%-161.22%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162元 -0.0242元 亏损：0.0396元

（2）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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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350万元 -500万元 亏损：83.34万元
比上年同期亏损上升：
约 319.97%-499.95%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113元 -0.0162元 亏损：0.002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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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质量逐步提升，军工、农业业务均保持稳定增长的发展趋势并

实现单体报表盈利，预计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 15,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为 500万元至 750万元。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约为 1,800 万元，主要为置出
参股子公司成都义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取得投资收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1年 10月 26日，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

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21-065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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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1）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2021年 1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63,981万元– 86,563万元 亏损：197,27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2571元 /股– 0.3478元 /股 亏损：0.7926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7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盈利：8,500万元– 11,500万元 亏损：39,11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342元 /股– 0.0462元 /股 亏损：0.1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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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亏损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对各类费用和固定成本进行严格管控，在节约开支方面有所成效，期间费用大幅下降；
2、合联营企业于报告期内盈利，公司确认了相应的投资收益；
3、公司上年同期对已到期尚未归还的借款罚息等计提了较多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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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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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67 证券简称：晋控电力 公告编号：2021临-072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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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
2. 预计的业绩：
（1）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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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约：490万元
盈利:17,542.3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97.21%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16元 /股 盈利:0.057元 /股

（2）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R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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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约：830万元
盈利:5,998.7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约：113.8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027元 /股 盈利:0.0195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公司就业绩预告有关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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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预计数比上年同期公告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煤炭价格上涨， 导致燃煤采购成

本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 具体情况将在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792 证券简称：盐湖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1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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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345,000万元—375,000万元
盈利：211,812.3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2.88%�-�77.0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6350元—0.6902元 盈利：0.5154元

其中，2021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35,000万元—175,000万元
盈利：73,581.6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3.47%�-�137.8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2485元—0.3221元 亏损：0.1791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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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氯化钾产销稳定，氯化钾产量约 390.08万吨，销量约 384.44 万吨；蓝科锂

业 2万吨项目部分装置已投入运行，碳酸锂产量约 1.63 万吨，销量约 1.5 万吨。 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影响，报告期氯化钾及碳酸锂产品价格上涨，公司业绩提升。

2. 2021年 10 月 13 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关于子公司青海盐湖能源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采矿事项的公告》，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能
源有限公司被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告知涉嫌非法采矿罪， 拟退缴非法所得及收入， 初步测
算，盐湖能源非法采矿产生的非法所得及收入为 3.57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全资子公司青海盐
湖能源有限公司已在三季度对前期违法开采取得的收入 3.57亿元进行了账务处理， 预计影响报告期
利润 3.57亿元。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估算，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前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06 证券简称：ST银河 公告编号：2021-101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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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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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4.75万元～16,094.75万元
盈利：3,53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19.11%～555.94%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1345元 /股～0.1463元 /股 盈利：0.0321元 /股

（2）2021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700万元～4,000万元
盈利：4,017.7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0.44%～32.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45元 /股～0.0364元 /股 盈利：0.0365元 /股

3、预计公司本报告期末（即 2021年 9月 30日）净资产如下：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082.18万元 ～ -9,382.18万元 25,975.27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亏损主要原因系：
1、 报告期内，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卓舶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件已作出二

审判决， 公司及四川永星电子有限公司各自向上海卓舶实业有限公司承担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不
能清偿案涉《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公司根据二审判决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
16,100万元。

2、 报告期内，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各被告合同纠纷案已作出二审判决，公司对被告四
川都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应向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公司根据二审判决补充计提信用减值损失约 10,000万元。

3、 报告期内，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形势严峻，变压器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原材料比去年同期有所上
涨，公司变压器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四、风险提示
1、可能涉及因诉讼事项新增损失的风险
目前公司涉及多起诉讼事项，详见《2021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之“八、诉讼事项”及报告

期内披露的临时公告，后续相关诉讼事项如判决公司承担责任或进入执行阶段，可能会导致公司遭受
实际损失，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如果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

订）》第 14.3.1 条（二）所列情形的规定，公司股票将在 2021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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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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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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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2021年 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00,000万元—325,000万元

盈利：570,296,312.92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26.04%—469.8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96元 /股—1.04元 /股 盈利：0.18元 /股
项 目 2021年 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0,000万元—125,000万元

盈利：327,016,751.89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05.79%—282.2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2元 /股—0.40元 /股 盈利：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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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 1-9月，因主要受铝价上涨的影响，导致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

“公司”）业绩同比实现增长。 报告期内，虽然铝产品消费需求旺盛、价格持续上涨，但公司所在区域限
电减产程度加剧，加之原材料、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公司虽通过优化工艺控制，调整生产组织，实施全
要素对标、降本增效和节能减排等工作，持续加大营销力度，积极开拓市场，但 2021 年第三季度铝商
品产销量仍环比下降，未完成年初制定的产销计划。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数

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1-043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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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9月 30日
预计的业绩：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1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 1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400万元至 1,700万元

盈利：1,874万元
下降 25.29%至 9.2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20元 /股至 0.025元 /股 盈利：0.03元 /股
2、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 7月 1日—
2020年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600万元至 700万元

盈利：931万元
下降 164.45%至 175.19%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9元 /股至 0.010元 /股 盈利：0.01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宁夏誉成云创数据投资有限公司 IDC业务服务器上架机柜出租率比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2、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 7-9月经营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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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1217 证券简称：华尔泰 公告编号：2021-004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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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为盈 R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 1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31000万元–32000万元
盈利：937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0.81%�-�241.4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934元 /股–0.964元 /股 盈利：0.376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2021年 7月 1日 -2021年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2830万元–13830万元
盈利：341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75.70%�-304.9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387元 /股–0.417元 /股 盈利：0.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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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得益于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化工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升，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

格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整体毛利率显著上升，盈利情况同比大幅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尔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0042 股票简称：中洲控股 公告编号：2021－52号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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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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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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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84.85万元–40,113.13万元 盈利：9,811.7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6.24%�-�308.8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224元 /股–0.6034元 /股 盈利：0.1476元 /股
（二）本报告期业绩预告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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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49万元–12,357.77万元 亏损：5,716.5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5.76%�-�316.1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50元 /股–0.1859元 /股 亏损：0.0860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公司业绩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 186.24%至 308.83%，主要原

因是本期结算的房地产项目毛利较上年同期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对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初步测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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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