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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086 证券简称：龙高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4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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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委托理财受托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合计人民币 10,5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及期限：2021 年单位大额存单 3 年 698（3 年， 持有期 2021 年 9 月 1 日-

2022 年 3 月 1 日）、2021 年单位大额存单 3 年 773（3 年，持有期 2021 年 10 月 13 日-2022 年 4 月 13
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保本存款类产品，如银行结构性存款等。 此议案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经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有效期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授权有效期一致。

一、委托理财情况概述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存款类产品，如银行结构性存款等，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投
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理财的资金来源如下：
1、原持有理财产品到期回笼的闲置自有资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构性存款 4,000 万元、泉

州银行专项定价存款 2,000万元。
2、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4,500万元。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自 2021年 7月 10日至 2021年 10月 13日期间，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累计发生

额为 10,500万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0%。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现将闲置自有资金理财的详细情况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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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3.55 88.75

3 年 ,（持有
期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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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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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收益型存款类产品，符合董事会决议要求，符合公司内部资

金管理的要求。
2、董事会在其批准额度内，授权财务总监罗继华先生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及其

他法律性文件， 并由公司财务部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
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限、选择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3、公司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保本存款类产品。

4、公司管理层将跟踪以闲置自有资金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投向、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
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5、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

6、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
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每季度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7、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得涉及关联交易。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1、公司于 2021年 9月 1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署了《大额存单业务协议》，认购

其可转让 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2021年单位大额存单 3年 698
收益类型：保本收益型
产品期限：3年，协议持有期限 6个月（2021年 9月 1日—2022年 3月 1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3.55%
产品认购日期：2021年 9月 1日
产品成立日：2021年 9月 1日
产品到期日：2022年 3月 1日
认购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资金投向：大额存单
2、公司于 2021年 10月 13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分行签署了《大额存单业务协议》，认

购其可转让 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2021年单位大额存单 3年 773
收益类型：保本收益型
产品期限：3年，协议持有期限 6个月（2021年 10月 13日—2022年 4月 13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3.55%
产品认购日期：2021年 10月 13日
产品成立日：2021年 10月 13日
产品到期日：2022年 4月 13日
认购金额：人民币 5,500万元
资金投向：大额存单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一）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存款类产品，公司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险，严格筛选投

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保
本存款类产品。

公司管理层将跟踪以闲置自有资金所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投向、进展和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
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二）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将适时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 确保不影
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进行监督与检查，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

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的风险与收益，每季度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15）， 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其相关信息和财务指标按要求披露于相应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委托理财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1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689.02 107,574.32
负债总额 7,509.46 6,605.85
所有者权益 58,179.56 100,968.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8,179.56 100,968.4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22.28 5,141.97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障资金安全及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坚持稳健原则，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降低财务成本，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7月 13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此议案已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收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000.00 2,000.00 35.00 0.00

2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1,500.00 1,500.00 12.19 0.00

3 兴业银行金融结构性存
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1,000.00 1,000.00 7.15 0.00

4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3,500.00 3,500.00 28.31 0.00

5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000.00 2,000.00 35.89 0.00

6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000.00 2,000.00 40.53 0.00

7 泉州银行专项定价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000.00 2,000.00 40.21 0.00

8 泉州银行专项定价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500.00 / 未到期 2,500.00

9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500.00 / 未到期 2,500.00

10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2,500.00 / 未到期 2,500.00

11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保本存款类产品 2,500.00 / 未到期 2,500.00

12 泉州银行专项定价存款 保本存款类产品 9,000.00 / 未到期 9,000.00

13 2021 年单位大额存单 3
年 698 保本存款类产品 5,000.00 / 未到期 5,000.00

14 2021 年单位大额存单 3
年 773 保本存款类产品 5,500.00 / 未到期 5,500.00

合计 199.28 29,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9,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50.71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2.6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9,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500.00

总理财额度 45,000.00

龙岩高岭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1-067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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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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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00万元至 1,350.00万元 亏损：20,261.9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05元 /股至 0.0119元 /股 亏损：0.1786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2021年 7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预计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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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0万元至 440.00万元 亏损：4,582.5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027元 /股至 0.0039元 /股 亏损：0.0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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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2021年前三季度漆包线业务销售回暖， 控股子公司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业绩表现好于

上年同期。
2.2021年第二季度起新增控股子公司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将其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业

绩并入合并范围，增加本期归母净利润。
3.上年同期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归母净利润-2,200万元，本期未发生此类大额资产减值

计提事项。
4.上年同期处置 SNK Corporation（JP）（简称“SNK”）部分 KDR 股份和改变对 SNK 及天津卡乐互

动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核算方法及公允价值变动影响上年同期归母净利润约为-13,473 万元，本期未
发生上述处置股权导致的大额非经常性损益，本期非经常性损益预计约 650 万元，主要为收到的政府
补助等。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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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21-047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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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9,000万元 -�23,000万元 盈利： 6,26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03.42%�-�267.2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178元 /股 – 0.216元 /股 盈利： 0.059元 /股

项目 2021年 7-9月 2020年 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7,457万元 – 11,457万元 盈利：3,74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98.91%�-�205.6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70元 /股 – 0.108元 /股 盈利： 0.035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公司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导致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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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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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1-51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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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1）2021年前三季度（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9月 30日）业绩预计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6,200万元 亏损：14,830.3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32元 /股 亏损：0.1512元 /股

（2）第三季度（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9月 30日）的业绩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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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4.92万元 亏损：2,506.4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516元 /股 亏损：0.0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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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影视剧销售收入及艺人经纪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净利润实现扭亏为

盈。 围绕着打造内容制作和艺人服务管理平台，公司主营业务稳步推进，在 AI 虚拟演员、新媒体、电
商、综艺、文旅、衍生品等业务方向积极探索与布局。

公司加强推进项目的销售、播出和回款工作，改善现金流，致力于制作符合社会主义新时代主流
价值观的精品影视剧，在青春励志、青春谍战、仙侠、探险等题材上积极探索系列化的内容，打造品牌
优势、强化了与各大平台的良好合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在平台实现首播的影视剧包括《云顶天宫》
《不说再见》《与君歌》《天目危机》《岁月忽已暮》《御龙修仙传 2》等，参与联合投资的电影《革命者》《长
津湖》上映。 公司在创作中的影视剧（含非执行制片剧）包括《十年一品温如言》《南风知我意》《瑶象传
奇》《沉香如屑》《千秋令》等。

公司持续深化艺人服务管理平台建设，注重对艺人专业素养、道德品质等培养及提升，探索艺人
服务专业化、信息化、标准化的管理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拥有杨紫、任嘉伦、成毅、张予曦、颖儿、侯梦
瑶、韩栋、袁冰妍、张睿、刘学义等 40位签约艺人。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金额约 4,880万元，主要系影视剧《封神之天启》诉讼事项和解，冲回前期
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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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详细的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以 2021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1-08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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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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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 5,700万元–6,200万元 亏损：11,161.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51.07%�-�155.5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8元 /股–0.19元 /股 亏损：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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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387万元–2,887万元 盈利：4,030.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0.77%�-�28.36%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元 /股–0.09元 /股 盈利：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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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审计。
三、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 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变动原因
1、上年同期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下滑，锌价在上半年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加

之上年同期期初原料库存量较大，致使锌产品生产成本单边上升，毛利率出现负数；由于锌价上半年
大幅度下跌导致公司自有矿山均产生了亏损。 虽然三季度由于锌价回升及丰水期冶炼加工费降低实
现了盈利，但也未能弥补上半年的亏损。 加之上年同期期末应收款项按账龄分析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
略有增加。

2、本期锌价呈整体震荡上升趋势，锌产品销售价格同比大幅度增加，虽然原料采购扣减加工费同
比减少，削减了锌冶炼生产产品销售的毛利率，但同期相比毛利率依然增加；由于锌价上涨导致公司
自有矿山盈利同比大幅度增加；本期公司销售毛利率较高的小金属锗精矿及银精矿同比增加；本期公
司收购了大股东硫酸生产线，经过技改及工艺优化后，产品产量和质量得以提升，加上硫酸价格持续
上涨，从而增加了公司本期毛利。

综上原因共同导致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二）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变动原因
受限电影响，冶炼产能未全部释放，锌产品产量同比下降了 25%，加上各种辅料价格上涨，致使公

司锌冶炼加工成本同比增加，又由于原料采购扣减加工费同比大幅度减少，导致原料采购成本增加，
最终导致第三季度锌产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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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173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21-096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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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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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800_万元–_3,200_万元
亏损：_4,946.38_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3.18%-�35.31�%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8�元 /股 -�0.07�元 /股 亏损： 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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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550_万元–_1,100_万元
盈利：_399.01_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75.68%-�488.4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3�元 /股 -�0.02�元 /股 盈利： 0.01元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 1-9月，公司下属医院经营活动受疫情影响程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减缓，营业收入实现

了小幅恢复性增长。 公司报告期内收到了陈夏英支付的全部珍珠资产股权转让尾款，公司针对此债权
计提的坏账准备 745.93 万元全部转回， 同时公司收到了陈夏英支付的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项利息
705.74万元。 此外，本报告期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理财收益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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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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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3
债券代码：128081 证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三季度业绩预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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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披露了《2021 年三季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21-072），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15号———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及修正公
告格式》，公司就《2021年三季度业绩预告》之“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补充如下：

（一）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本期业绩预告对应的期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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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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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83.63万元–97,631.58万元
盈利:�54,239.7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0%�-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4515元 /股–0.5079元 /股 盈利:�0.2847元 /股

（二）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本期业绩预告对应的期间为 2021年 7月 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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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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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77.28万元–35,425.23万元
盈利:17,882.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7.44%�-98.1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272元 /股–0.1836元 /股 盈利:�0.0939元 /股

注 1：上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2： 2021年 1-9月，因公司可转债转股，期末总股本较年初增加 14,736,755股。本报告期的基本

每股收益中的总股本计算基数为 1,966,849,140股。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1-069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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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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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涨：90.56%�—115.97%
盈利：
7871.62万元

盈利：15,000万元—17,000万元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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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涨：100.08%�—113.10%
亏损：15,361.02万元

亏损：11.7万元—201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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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原因：报告期公司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销售价格同比有较大幅度上涨，收入增长，利润

增加。
四、其他情况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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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99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2021-23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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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业绩预告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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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升：114.65%�-120.69%
盈利：33077.44万元

盈利：71000万元 -73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157.65%�-164.91%
盈利：27556.63万元

盈利：71000万元 -73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2.1851元 /股–2.2466元 /股 盈利：1.018元 /股

项 目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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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上升：40.18%�-50.44%
盈利：14624.23万元

盈利：20500�万元 -�22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126.75%-143.35%
盈利：9040.65万元

盈利：20500万元 -�22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6309元 /股 -�0.6771元 /股 盈利：0.4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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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随着公司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市场拓展稳步推进，终端建设不断加强，本报告期销售收入实现较

大增长，预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34%左右。 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扣除去年同期非经常性损
益的影响，本报告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初步测算数据， 本公司 2021 年 1-9 月份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1 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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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780 证券简称：ST平能 公告编号：2021-074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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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 1月 1日至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34000万元 -36000万元 亏损：22,807.5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335-0.355元 亏损：0.225元
公司第三季度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21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上年同期
2020年 7月 1日至 9月 30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400万元 -500万元 亏损：6,966.6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0.004-0.005元 亏损：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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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亏的主要原因是：一

是本期确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4,075.57 万元； 二是本期预进内养人员辞退福
利较去年同期增加 11,654.98万元。

2021 年前三季度， 公司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 355.98 元/吨， 与上年同期 306.17 元/吨相比上涨
49.81 元/吨，上涨幅度 16.27%；煤炭销售数量为 392.03 万吨，与上年同期 367.26 万吨相比增长 24.77
万吨，增长幅度 6.74%。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为准。
2.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拟换股吸收合并平庄能源，同时平庄能源将

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收益、应交税费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平庄能源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且龙源电力以现金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下属公司持
有的部分新能源业务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
施，能否获得批准及获得批准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1－046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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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收到公司第二大股
东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关于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告知函》，获
悉国元信托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为有效盘活资产，提高资产运作效率，国元信托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分股份出借给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出借股份数量不超 75,00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1.72%（若出借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 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
整）。

鉴于转融通证券出借周期较短，最短 3天，最长 182天，为保证出借人业务的灵活性和收益率，在
国元信托转融通证券出借公司股份余额不超过 75,000,000 股时，公司将不再另行公告。

截至 2021年 10月 14日， 国元信托已通过证券交易所平台累计出借公司股份 3,936 万股给中国
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20%，证券出借前其共持有公司股份 592,419,70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3.58%。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2021—46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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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2021年前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前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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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0万元 -15,000万元
盈利：9,067.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4.40%-65.43%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5元 /股 -0.26元 /股 盈利：0.17元 /股

（2）2021年第三季度预计业绩情况
项 目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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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利：2,800万元 -3,800万元
盈利：3,384.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27%-12.28%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4元 /股 -0.06元 /股 盈利：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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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期业绩同向上升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延续良好的经营态势，各项主营业务均稳健发展。 两大核心主业的主营产品产销

量明显增长，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一是光伏智能成套装备业务所属行业市场受到国家政策驱动，市场需求旺盛；此外公司以强大技

术开发能力和过硬的品质保证，深得行业内头部客户的信任和认可，产能高度饱和，报告期内销售收
入和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二是智能包装成套装备业务在疫情的有效控制和经济恢复性增长， 以及公司产品研发投入加大
带来的品质提升，使得公司优质客户占比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需求和销售实现增长带动了销售
收入和净利润的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10 证券简称：贝瑞基因 公告编号：2021-065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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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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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万元—3,500万元 盈利：15,08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77%—83% —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705元—0.0987元 盈利：0.4288元

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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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600万元 盈利：3,336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13元—0.0169元 盈利：0.0941元

注：上年同期（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9 月 30 日）公司确认减资退出对信念医药科技（苏州）有
限公司的投资收益 3,162万元，若剔除此影响，本报告期（2021年 1 月 1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2020年 1月 1日-2020年 9月 30日）下降 71%—79%。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出生人口数量下降（根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为 1,003.5 万

人，较 2019年 1,465万人同比下降 32%）的持续性影响，产前检测服务需求减少。 报告期内，占公司营
业收入比重较高的医学产品及服务数量增速放缓，且市场竞争加剧使检测价格呈下降趋势，导致公司
整体业绩水平降低。

2、报告期内，公司设备销售的主要产品为 NexSeq CN500，该设备销售增长明显，但因销售毛利率
水平较低，公司整体业绩水平未有明显提升。 策略上，公司充分发挥该设备对其他产品及服务的联动
作用，将该设备打造成全平台检测设备，加大该设备在微生物领域和第三方检验机构的销售力度，并
带动遗传、肿瘤、微生物等领域的相关试剂销售。

3、报告期内，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增速承压，NIPT Plus、CNV-seq、WES、地贫检测试剂盒，Novaseq
6000Dx-CN-BG、Sequel II CNDx基因测序仪等新产品正在注册申报的管线中。公司加速推进新产品获
证，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改善整体业绩水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不涉及股票交易状态变更（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

市）。 本次业绩预告为财务部初步核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 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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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贝瑞和康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9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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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10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3399 弄时代医创园 25 号楼 9 层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普通股股东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3,173,8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3,173,8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88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08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彭博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顾建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173,880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173,880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173,880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173,880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270,947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270,947 100.00 0 0.00 0 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70,947 100.00 0 0.00 0 0.00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70,947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议案 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议案 3 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武成、李怡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 报备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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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016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1-048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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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1年 9月 18日，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并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
对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
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
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所有激励对象。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

月（2021年 3月 21日至 2021年 9月 21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在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前六个月（2021 年 3 月 21 日至 2021 年 9
月 21日），除以下两位核查对象外，其余核查对象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期间 合计买入

（股）
合计卖出
（股）

上海虹皓投资管理中
心
（有限合伙）

2021年 4月 23日 -2021年 7月 1日 0 779,916

上海联新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 上海联木企
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2021年 4月 23日 -2021年 9月 15日 0 2,313,745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公司筹划并实施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进程，对
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核查：

1、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内部保
密制度，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在公司发布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
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2、上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
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司《信息披露

制度》及相关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
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
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 6 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公司 2021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