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ST 雪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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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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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
终审计确认，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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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2020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情况
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修正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32,000.00 万元–35,000.00 万元

35,352.96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800.00 万元–1,100.00 万元

亏损：60,139.9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820.00 万元–1,200.00 万元

-10,831.6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1 元/股–0.02 元/股

亏损：0.77 元/股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33,429.67 万元

35,352.96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4,375.05 万元

亏损：60,139.93 万元

修正后：
项

目

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2,070.89 万元

-10,831.6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 元/股

亏损：0.77 元/股

2、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429.67

35,352.96

-5.44%

扣除后营业收入

27,704.11

--

--

营业利润

3,687.32

-47,273.82

107.80%

利润总额

4,503.86

-60,240.65

10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5.05

-60,139.93

10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4.12

-57,943.61

95.76%

0.06

-0.77

107.79%

-69.39%

-312.31%

24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9,288.40

66,837.98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70.89

-10,831.62

119.12%

76,411.30

77,790.25

-1.77%

0.03

-0.14

121.43%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业绩快报有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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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方面初步达成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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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为满足快速增长的紫外线杀菌灯市场需求，公司扩大产能规
模、提升生产效率，全力开拓紫外线杀菌灯业务,相关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子公司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加大业务开拓力度，加强成本费用管控，
盈利能力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债务重组事项，以争取债权人的债务豁免，减
轻偿债压力。公司通过与债权人签署债务重组协议（含执行和解协议、法院民事
调解书）及收到债务豁免/免除通知函方式，并已实施完成的债务规模（指债务
重组前的账面金额）约为 13,418.12 万元，债务豁免金额约为 9,238,03 万元。
影响当期净利润 5,437.95 万元，影响报告期期末净资产 9,238,03 万元。
3、报告期内，为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公司对生产基地及办公场地进行
整合规划，将部分闲置自有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用于出租获取收益，变更
后，公司通过评估对该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估价后增加公司净资产约为
9,611.20 万元。
4、因报告期期后拍卖事项预计部分债务将从第三方抵押物拍卖价款中得到
足额偿付而转回对原子公司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顺光电”）
部分担保义务。
5、预计 2020 年非经常性损益对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金
额约为 6,829.18 万元。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1、营业利润 3,687.32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80%，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减少及公司实施债务重组以取得
债权人债务豁免形成的其他收益增加所致。
2、利润总额 4,503.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48%，主要原因为：本报
告期营业利润增加，且因报告期期后拍卖事项预计部分债务将从第三方抵押物拍
卖价款中得到足额偿付而转回对原子公司富顺光电担保义务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75.05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7.27%，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应收账款、存货等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减少；公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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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以取得债权人债务豁免形成的其他收益增加；因报告期期后拍卖事项预
计部分债务将从第三方抵押物拍卖价款中得到足额偿付而转回对原子公司富顺
光电担保义务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70.89 万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
119.12%，主要原因为：为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公司将部分闲置自有房地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用于出租获取收益，变更后，公司通过评估对该投资性房地
产公允价值进行估价后增加公司净资产约为 9,611.20 万元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盈利 4,375.05 万元所致。
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03 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 121.43%，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所致。

四、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1-002），预计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 800.00 万元–1,100.00 万元；2020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820.00 万元–1,20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75.0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070.89 万元，与 2020 年度业绩预
告存在重大差异，主要原因为：
1、在业绩预告披露后，公司根据债权人提供的信息，获悉公司前期计提的
担保损失，因报告期期后拍卖事项预计部分债务将从第三方抵押物拍卖价款中得
到足额偿付而转回对原子公司富顺光电的相应担保义务，增加了公司报告期的净
利润及净资产。
2、此外，公司在 2020 年实施债务重组，部分债务豁免金额计入其他收益，
增加了公司报告期的净利润。

五、其他说明
1、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快报方面初步达成一致，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最终审计确认，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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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投资风险。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和《关于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后
续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与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无重大差异，则公
司股票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如公司 2020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经审计仍为负值，则公
司股票在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公司目前预测 2020 年末净资产为 2,070.89 万元，如经审计后公司 2020
年末净资产变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第 14.3.1 条和《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通
知》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公司董事会就业绩预告出现重大差异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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