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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通过拍卖方式

出让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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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拟通过拍卖方式出让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8-016）。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反馈，进行补充披露，补充后全部公告内容如下：

一、概述

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谷实业” ）为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名下拥有在海口市桂林洋开发区的一处土地及房产，该土地及房

产为公司原海南工厂主厂区，由于原产业转移至上海，厂区闲置用于出租。此外，嘉谷实业没有进行其他

业务经营。 出售嘉谷实业股权及到期债权，有利于公司回收资金，用于公司转型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需

求。

嘉谷实业的债权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实业” 或“债权人” ）是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债权人对嘉谷实业拥有到期债权人民币29,219,075.40元。 债权人将该债权委托本公司

在本次股权转让时按原值一并处置。

有关出售嘉谷实业100%股权及一并处置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的事项，拟通过公开拍卖方

式委托拍卖公司实施。 嘉谷实业100%股权评估值为3,618.58万元，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的账

面价值为2,921.91万元，合计为6,540.49万元，本次拍卖底价设定为7,000万元。 本事项已经公司2018

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出售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嘉谷实业100%股权及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

（一）嘉谷实业100%股权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23号公司院内

4、法定代表人：金将军

5、注册资本：15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EHMG4A

7、主营业务：房屋租赁业务。

8、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9、历史沿革：嘉谷实业于2017年02月注册成立，于2017年03月31日通过分立形式成立，从海口嘉跃

实业有限公司（原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嘉跃公司” ）承接了部分资产和负债。

10、 主要财务数据： 经具有执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8年2月6日出具的《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2017年度》（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10167号），嘉谷实业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为34,259,410.28元、负债总额30,592,244.17元、

应收款项总额697,042.07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0元、净资产3,667,

166.11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70,210.97元、营业利润894,606.20元、净利润667,166.11元和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84,938.43元。

11、经具有资产评估资格、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6月25

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7]第050014号）的评估结论为：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于

评估基准日2017年03月31日，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242.41万元，评估价值为6,

862.95万元，增值额为3,620.54万元，增值率为111.66%；总负债账面价值为3,244.37万元，评估价值为

3,244.37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96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3,618.58万元，增值额为3,620.54万

元。

该股权的主要资产情况：该公司主要资产范围为：货币资金、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具体为：

1）货币资金账面价值0.04万元，为银行存款。

2）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946.74万元，主要为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23号的厂区内办公用

房、宿舍楼、厂房等房屋建筑物。 具体见下表：

序号

权证编号(资产

评估报告出具

时)

权证编号(截止

目前)

结构

房屋

用途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m2)

房地

产状

况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17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59

号

框架

工业

厂房

1995年12

月

15951.00

部分

出租

4,781,844.78 3,220,273.78

2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27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72

号

轻钢

工业

厂房

1995年12

月

6048.00 出租 1,813,089.92 1,221,002.82

3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28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71

号

轻钢

工业

厂房

1995年12

月

2920.54 出租 875,529.36 427,035.16

4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106604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1

号

框架

工业

厂房

1989年4

月

3527.27 闲置 1,057,416.94 366,791.29

5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106605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0

号

混合

工业

厂房

1995年12

月

831.87 出租 249,380.80 161,930.25

6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10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7

号

框架 办公

1997年12

月

4138.36

部分

出租

1,240,611.57 888,318.42

7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25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6

号

框架 办公

1995年1

月

2492.16 闲置 747,108.17 485,118.97

8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106603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9

号

框架 办公

1989年12

月

280.35

自用

办公

84,044.27 34,142.77

9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106602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70

号

框架 办公

1989年12

月

390.94

自用

办公

117,197.32 47,611.32

10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106601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58

号

框架 办公

1989年12

月

273.89

部分

出租

82,107.67 33,356.22

11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26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56

号

轻钢

工业

厂房

1997年2

月

5568.00 出租 1,669,193.89 1,167,956.34

12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46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8

号

混合 住宅

1992年9

月

1297.66 闲置 389,016.90 266,570.40

13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24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4

号

混合 住宅

1992年9

月

1297.66 闲置 389,016.90 221,032.60

14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231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57

号

混合 住宅

1993年1

月

2565.10 闲置 768,974.37 525,465.72

15

海口市房权证

海房字第

HK053167号

海口市不动产

权第0063065

号

混合 住宅

1996年5

月

2297.22

部分

出租

688,668.39 400,804.99

合 计 49880.02 14,953,201.25 9,467,411.05

3）固定资产账面净额为77.04万元，主要为企业办公所需机器和电子设备、车辆。 设备类实物资产

分布在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23号嘉谷公司办公区内。

4） 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 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大道 23号， 土地权证编号为

460108102001GB02050， 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终止使用年限为2066年10月09日， 土地面积为

100092.87平方米，为厂区用地，地上建有厂房，办公楼、宿舍楼等共49,880.02平方米。土地已开发利用，

六通一平，开发程度70%。

该土地使用权从嘉跃公司分立划转过来，嘉跃公司于2012年9月支付对价承接的原新大洲本田摩托

有限公司的海南工厂工业用地及建筑物， 并于当月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 土地原值2,423.67万元。

2017年3月分立划转将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划给嘉谷实业，其中土地账面价值2,218.59万元，评估值

5,374.99万元，增值率142.27%。

1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

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13、本公司不存在为拟出售股权公司嘉谷实业提供担保、委托嘉谷实业理财的情况。 嘉谷实业不存

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二）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

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委托本公司在本次股权出售时一并处置。 基本情况如下：

债权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债务人：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金额：人民币29,219,075.40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88.95%。

期限：无固定期限

发生日期：2017年3月31日

发生原因：2012年9月，嘉跃公司承接了原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海南工厂的土地及厂房，嘉跃公

司向海南实业借款向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支付了上述资产价款，形成了对海南实业的债务。后嘉跃公

司分立， 将工业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划转给嘉谷实业， 将工业地及地上建筑物按账面价值划转给嘉谷实

业，相应将同等值的对海南实业的负债一并划转给嘉谷实业。

本次债权处置已经取得债权人的书面认可。

本公司收到交易对方支付的拍卖对价后，即视为嘉谷实业已清偿完该到期债务。

三、出让方式

拟通过公开拍卖方式委托拍卖公司实施。拍卖标的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谷实业100%的股权及

到期债权。债权人海南新大洲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人民币

29,219,075.40元委托本公司在本次股权出售时一并处置。

嘉谷实业100%股权评估值及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的账面价值合计为6,540.49万元，本次

拍卖底价设定为7,000万元。

在拍卖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本次拍卖的具体结果。

四、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不涉及人员安置、房屋租赁后续安排事宜。 交易完成后预计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不会

产生同业竞争。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流动资金。

五、对本公司的影响

嘉谷实业的资产总额评估值为6,862.9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37%；嘉谷实业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为347.0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0.40%；嘉谷实

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66.72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2.03%；拍卖底价

7,000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18%；按拍卖底价测算预计实现的利润3,700万元，占本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112.63%。

债权人对嘉谷实业的到期债权金额为人民币2,921.91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

利润88.95%。

出售嘉谷实业股权，有利于公司回收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本次出售后，本公司不再持有嘉谷实业股

权，嘉谷实业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扣除相关处置资产的费用后，将为公司实现部分股权转让

投资收益，按拍卖底价测算预计实现3,700万元的股权转让投资收益。

六、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2017

年度》（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0167号）；

3、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海南嘉谷实业

有限公司股权所涉及的海南嘉谷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

[2017]第050014号）。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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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0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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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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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8,990,736.82 481,463,469.17 -0.51

营业利润 105,356,579.32 105,867,362.47 -0.48

利润总额 105,348,579.32 115,967,749.88 -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993,406.85 96,634,523.77 -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50 0.4832 -5.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3% 8.80% -1.0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23,109,947.45 1,451,374,847.68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208,843,026.26 1,137,248,645.82 6.30

股 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6.04 5.69 6.15

注：上表中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8,990,736.82元，较上年下降0.51%；利

润总额105,348,579.32元，较上年下降9.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993,406.85元，较上年下降5.84%。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和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因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带

动成本上升等因素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23,109,947.45元，较当年年初增

加4.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08,843,026.26元，较当年年

初增加6.3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1月30日披露的 《2017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8-008)中预测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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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722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

2018-007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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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3日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在满足公司运营资金需要的前提

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收益，根据自有资金的情况和银行理

财产品的市场状况，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日

常运营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组织实

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2017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1）。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入金额 起止期限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赎回金额 实际收益

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支

行

中银保本理

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

保证收益型

2,500 万 元

人民币

2018年1月23

日至2018年2

月23日

3.9%

2,500 万 元

人民币

82,808.22元

人民币

二、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1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

东亭支行

中银保本理

财--人民币

全球智选

保证收益型

2,500 万 元

人民币

2018年 2月

26日

2018年4月3

日

36天 3.0-4.0%

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产品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 支

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型

1,000 万 元

人民币

2017年 12 月

29日

2018年 3月

29日

90天 4.45%

2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五爱 支

行

单位定期存

款

/

300万

美元

2017年 12 月

29日

2018年 3月

29日

三个月 2.20%

3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 支

行

单位定期存

款

/ 500万美元

2017年 12 月

29日

2018年 3月

29日

三个月 2.343390%

4

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锡山 支

行

单位结构性

存款

利率挂钩型

1,000 万 元

人民币

2018年1月24

日

2018年 4月

24日

90天 2-4.05%

5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东亭 支

行

中银保本理

财—人民币

全球智选

保证收益型

2,500 万 元

人民币

2018年2月26

日

2018年4月3

日

36天 3.0-4.0%

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 委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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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五、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

托理财，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 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4,500万元人民币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800万美元进行单位定

期存款，未超过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批准投资额度。

七、 备查文件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认购委托书。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4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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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同意提交2018年3月1日即将召开的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及召开

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2月13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唐健 235,872,000 35.37

2 刘翠英 147,376,986 22.10

3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宝信托－安心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6,477,273 2.47

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47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5,060,417 2.26

5

安信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华兴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

托

11,363,636 1.70

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顺2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89,502 1.44

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8,920,455 1.34

8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国投－陕国投·新毅创赢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8,693,181 1.30

9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广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8,464,406 1.27

1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弘升5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8,188,770 1.23

二、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18年2月23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唐健 235,872,000 35.37

2 刘翠英 147,376,986 22.10

3

安信基金－农业银行－华宝信托－安心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6,477,273 2.47

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47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5,060,417 2.26

5

安信基金－中信银行－华宝信托－华宝－华兴投资1号单一资金信

托

11,363,636 1.70

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8,920,455 1.34

7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陕国投－陕国投·新毅创赢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8,693,181 1.30

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广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8,464,406 1.27

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聚鑫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083,500 1.06

10 西藏泓涵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87,550 0.99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5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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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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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50,388,059.18 783,875,511.39 21.24

营业利润 237,552,069.00 188,012,385.45 26.35

利润总额 242,919,478.54 214,116,324.81 1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166,685.01 182,122,975.18 12.65

基本每股收益 0.3146 0.3059 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3% 16.32% -6.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43,304,714.76 2,455,723,797.25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55,759,443.58 2,085,518,882.75 8.16

股本 666,942,601.00 665,912,601.00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38 3.13 8.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950,388,059.1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1.24%； 实现营业利润237,552,

069.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35%；实现利润总额242,919,478.5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4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166,685.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5%；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3146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8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主营产品的智能化、互联网化、标准化进程，提升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在扩大基本面市场覆盖的同时，加大了大客户、行业客户的开发力度，实现主营业务较快增长。

2、报告期内，智慧停车业务快速推进。 以子公司顺易通为主体，以各分支机构为依托，配合灵活的市

场策略，快速拓展智慧停车场运营的数量和线上转化。 全年共新增智慧停车车道数超7,000条，线上日交

易笔数突破10万笔，较2017年年初增长10倍以上，有力促进主营业务的增长。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2,643,304,714.76元，较期初增长7.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2,255,759,443.58元，较期初增长8.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38元，较

期初增长8.00%。

三、与前期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7-082）中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86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公告编号：

2018-005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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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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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64,952,314.36 630,945,493.89 21.24

营业利润 44,041,877.86 48,560,573.70 -9.31

利润总额 48,608,229.39 61,738,525.08 -2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942,538.81 55,158,236.83 -23.96

基本每股收益 0.53 0.94 -4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2% 16.77% -8.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10,873,124.45 651,051,984.71 5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27,955,249.63 356,525,654.44 76.13

股本 78,431,500.00 58,823,5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8.01 6.06 32.18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4,952,314.36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21.24%； 营业利润44,041,

877.8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31%；利润总额48,608,229.3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1.2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1,942,538.81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3.96%； 基本每股收益0.53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3.61%，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6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60.80万股，公司股本

增加摊薄每股收益所致。

2017年度公司通过加大产品创新和市场开发力度，持续增加新产品导入和新业务拓展，营业总收入

相比上年同期保持增长，但由于受到原材料价格上涨及政府补贴营业外收入减少影响，公司2017年度净

利润较上年有所下降。

2、财务状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1,010,873,124.45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27,

955,249.63元、股本78,431,500.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01元，相比较于期初分别增

长55.27%、76.13%、33.33%、32.18%， 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6月27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960.80万股并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披露的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

100万至4,600万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94万元，业绩快报与前

次业绩预计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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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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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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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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731,200,645.20 4,395,036,328.15 30.40%

营业利润 611,508,448.28 378,317,389.19 61.64%

利润总额 620,845,653.00 399,152,948.92 5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376,899.96 327,521,616.96 5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7 0.57 5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2% 20.22% 增长5.2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221,027,282.51 3,593,298,595.69 1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174,624,588.42 1,736,351,119.06 25.24%

股本 581,762,083.00 363,601,302.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74 2.98 25.50%

注：①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②为保持可比性， 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及本报告期初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

经2016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在原数据基础上除以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为5,731,200,645.20元，同比增长30.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508,376,899.96元，同比增长55.22%。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幅超过30%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高端

化智能化战略转型，积极推出高端新品，因此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幅均超过30%，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毛利率稳

步提升，同时公司降本增效初见成效，净利率持续提升，因此公司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4,221,027,282.51元，同比增长17.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174,624,588.42元，同比增长25.24%，股本为581,762,083.00元，同比增长60%。

其中，股本同比增幅超过30%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1日披露的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17-059） 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40.00%至

60.00%，变动区间为45,853.02万元至52,403.46万元。 因此，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

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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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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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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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08,324,232.33 1,036,717,894.98 74.43%

营业利润 387,069,519.54 263,263,630.56 47.03%

利润总额 404,006,980.06 280,648,093.40 4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5,717,009.34 237,048,804.97 41.62%

基本每股收益 0.66 0.47 4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7% 13.39% 3.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225,995,144.89 2,275,067,609.27 4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05,678,888.27 1,871,946,512.59 17.83%

股本 506,159,420.00 506,159,42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6 3.7 17.83%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80832万元，同比增长74.43%。实现利润总

额40401万元，同比增长43.9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572万元，同比增长41.62%。

本报告期内， 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实现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

（1）报告期内，公司电力工程业务的完工合同额增幅较大，因此确认的营业收入较上年相比有较大增长；

（2）报告期内，电力设备和数控设备业务规模和盈利均稳步增长。

2、 本报告期内，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

322600万元，较期初增长41.80%。负债总额101597万元，较期初增长1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20568万元，较期初增长17.83%。 股本50615.94万股，较期初未发生变动。 资产负债率为31.49%，

较期初上升约14.05个百分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27,000万元至35,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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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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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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口径)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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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79.01 173,435.98 11.50

营业利润 89,734.71 79,979.97 12.20

利润总额 89,477.62 80,383.38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266.07 60,201.34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7,314.69 59,901.84 1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8% 8.49% 减少2.9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993,099.35 3,458,801.58 1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7,321.76 1,184,303.74 3.63

股本 362,100.00 362,1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9 3.27 3.6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4亿元，较2016年增长11.50%。其中，受股票市场成交量和交易佣金率

下降影响，经纪业务手续费净收入同比下降；受公司净资产规模增加、信用融资业务规模增长影响，利息

净收入同比有所增长；此外，公司证券投资收益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度有较大幅度增加。 2017年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3亿元，较2016年增长11.74%。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可能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章宏韬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龚胜昔女士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