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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17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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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2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18年2月26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2月25日下午15:

00至2018年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建华南大街1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代表股份数 438,300,85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39.7634%。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4人，持有股份

438,113,4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74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87,

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7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为和顺风电项目建设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438,190,3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48%；反对票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弃权票110,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2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1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46%；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1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50%。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特别决议）

总表决情况：同意438,300,8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3,6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同意票超过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贾向明、陈凯。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03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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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4月26日，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最高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

内滚动使用。 上述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详见2017年4月28日公司登

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17-014]）。

近日公司与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称“华夏银行” ）签订了《华夏银行机构客

户定制结构性存款产品销售协议书》，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理财产品详细内容如下:

产品名称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理财期限

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

45天

本金保证 保证

认购日期 2018年2月12日

理财产品成

立日

2018年2月13日

理财到期日 2018年3月30日

持有到期收

益率

4.2%/年。

理财金额 （小写）RMB�50,000,000.00�元 （大写）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本金及收益支

付

存款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一个工作日一次性支付

一、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2、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具体购买理财产品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人民

币万元）

资金来源

协议签订日

期

产品期限

实际收益（人

民币万元）

披露日期及

公告编号

1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

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3月

28日

2017年3月28日

-2017年5月27

日

67.40

2017年4月6

日，

2017-007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7年JG0278期

10,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3月

29日

2017年3月30日

-2017年5月4

日

38.36

2017年4月6

日，

2017-007

3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

悦”保本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产品

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6月6

日

2017年6月6日

-2017年9月4

日

90.74

2017年6月8

日，

2017-025

4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6月6

日

2017年6月6日

-2017年9月6

日

54.19

2017年6月8

日，

2017-025

5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5,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9月7

日

2017年9月8日

-2017年12月8

日

53.60

2017年9月

13日，

2017-035

6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

悦”保本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产品

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9月8

日

2017年9月11日

-2017年12月

11日

87.76

2017年9月

13日，

2017-035

7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

悦”保本开放式人民

币理财产品

13,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7年12月

13日

2017年12月14

日-2018年3月

14日

未到期

2017年12月

19日，

2017-045

8

广发银行“薪加薪16

号”人民币理财计划

理财产品

4,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年1月5

日

2018年1月5日

-2018年4月9

日

未到期

2018年1月

18日，

2018-002

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8年JG076期

18,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年1月8

日

2018年1月9日

-2018年7月9

日

未到期

2018年1月

18日，

2018-002

10

华夏银行人民币结构

性存款产品

10,000

闲置募集

资金

2018年1月9

日

2018年1月9日

-2018年2月9

日

39.07

2018年1月

18日，

2018-002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计划做出的合

理资金配置，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投资。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的意见详见2017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监事会的意见详见2017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三届监事

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3、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2017年4月28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

2018-011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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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晟电工”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为鑫晟电工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35,000万元，实际使用额度25,600万元（含鑫晟电工此

次使用的担保额度1,8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

币120,000万元（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4,000万元），实际使用

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2,600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实际使用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9,

600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8年2月23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 为鑫晟电工自2018年2月23日至2019年2月23日止的期间内与兴业银行办理各类融资

业务所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鑫晟电工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35,000万元，实际使用额度25,600万

元（含鑫晟电工此次使用的担保额度1,800万元）。

上述担保事宜已经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芜湖鑫晟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叁亿元整

3、经营范围：铜基合金材料、金属基复合材料及制品、电工用铜线坯及各

类束绞线、汽车用低压电线及各类电线电缆、辐照加工、电缆附件、电缆用材料、电力电器、电工器

材及其它新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经营）。

4、法定代表人：杨春泰

5、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龙腾路与永安路交叉口

6、股东：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7、财务状况（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鑫晟电工总资产64,766.44万元，负债46,

864.81万元，净资产17,901.6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72.36%；2017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151,293.13

万元，营业利润-1,650.55万元，净利润-1,579.69万元。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人民币1,8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和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鑫晟

电工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35,000万元，担保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系为满足子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中的实际资金需要，上述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五、公司累计对外提供银行融资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20,000万元，占公

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6.17%（其中：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84,

000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5.32%），实际使用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2,600万

元（其中：控股子公司实际使用银行融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9,600万元）。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鑫晟电工2017年9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7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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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7年(1-12月) 2016年(1-12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11,516,633.67 416,038,607.80 22.95%

营业利润 -81,575,096.78 -120,087,739.10 32.07%

利润总额 25,618,816.36 -106,758,033.84 1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55,838.95 -109,170,905.39 109.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3 1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9.75% 10.73%

2017年末 2016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591,024,860.39 1,624,231,295.67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071,999,949.33 1,066,813,995.62 0.4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363,909,648.00 363,909,64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2.95 2.93 0.54%

每股净资产（元）

注:公司在报告期内将杭州丰禾石油科技有限公司62.5%股权转让至下属全资子公司（详见公司

于2017年12月1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2017-067号公告），因投资转让，该投资原产生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9,190.00万元转入营业外收入核算，导致报表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金额

为-9,190.00万元，“营业利润”为-8,157.51万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出现明显增

长，公司经营实现扭亏为盈，主要原因如下：

1、营业总收入增长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国际油价逐步企稳回升，国内外油田投资额呈现恢

复性增长；

2、公司优化产业结构，夯实管理基础，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稳步推进技术自主研发，进一步压缩成

本费用，提高产品毛利，加强应收账款回笼和存货利用，优化资产质量。

三、与前期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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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8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 神开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8）股票交易价格连续 2�个交易日内（2018年2月23日、2018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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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经与公司股东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映业文化” ）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于2018年2月24日披露了《关于收到股东函件的公告》（2018-006）， 映业文化拟自

2018年2月23日起6个月内，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法律法

规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等）择机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股

份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份的7.45%。

2018年2月26日， 映业文化告知公司其已于2018年2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2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5%，增持金额约207.4万元。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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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经核查，公司及映业文化均不存在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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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核查，除上述第（一）项外，映业文化及其关联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本公告第二节第（一）项已说明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其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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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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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已于2018年2月27日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快报》，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5.58�万元（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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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期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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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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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954,982.83 514,609,100.85 2.59%

营业利润 -133,958,301.36 66,389,442.73 -301.78%

利润总额 -134,606,671.17 106,410,425.30 -22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891,022.33 85,070,143.95 -277.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06 0.2259 -27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1% 5.72% -16.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236,902,585.00 2,234,977,805.50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88,620,264.21 1,542,269,197.82 -9.96%

股本 376,656,420.00 376,656,4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6867 4.0946 -9.96%

注：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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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实现营业收入52,795.5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9%，营业利润为

-13,395.8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01.78%，利润总额为-13,460.6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089.10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77.37%， 基本每股收益为-0.

400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7.34%；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

本每股收益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均系报告期末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商誉进行全面单

独检查，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原则，对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21,656.24万元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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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月31日公告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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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鹰、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侯菊艳、会计机构负责人窦永贺签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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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25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12

债券代码：

128013

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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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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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265,485.22 2,877,123,982.41 16.86

营业利润 164,861,260.71 138,579,750.67 18.96

利润总额 181,279,447.16 152,480,452.85 1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318,729.40 130,805,792.08 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1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3.93% -0.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884,024,250.60 9,195,290,688.82 1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45,337,509.99 3,478,216,836.61 4.80

股本 1,248,707,994.00 1,201,850,898.00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2 2.89 1.0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宽营销渠道，订单稳步增长，进一步加强施工管理效率，项目进展良好，同

时积极推进第二主业职业教育。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36,226.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86%；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31.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831.8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5.74%，与公司于2017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的2017年全年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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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15

证券简称：中欣氟材 公告编号：

2018-012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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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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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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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61,480.57 344,063,802.55 16.45%

营业利润 54,675,922.89 35,222,037.60 55.23%

利润总额 55,102,859.78 36,821,265.13 4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76,619.92 32,764,709.96 4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5 0.39 4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1% 12.67% 3.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79,916,703.51 489,324,371.26 3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54,002,931.72 274,738,946.91 65.25%

股本 112,000,000.00 84,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05 3.27 23.85%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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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7年，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扎实推进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40,066.15

万元，同比增长 16.45%；营业利润5,467.59万元，同比增长55.23%；利润总额 5,510.29万元，同比增

长49.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7.66万元，同比增长44.29%。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45,400.29万元， 同比增加65.2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05元，同比增加23.85%，主要是2017�年度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及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1、总资产为67,991.67万元，较年初增长38.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5,400.29

万元，较年初增长65.25%;；股本为11200万股，较年初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4.05元，较年初增长23.85%，

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净利润的增长， 以及2017年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800万股，所有者权益和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2、营业总收入为40,066.15万元，同比增长16.45%；营业利润为5,467.59

万元，同比增长55.23%；利润总额为5,510.29万元，同比增长49.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4,727.66万元，同比增长44.29%；基本每股收益0.55元，同比增长41.03%，上述相关指标增长与销

售收入增长相适应，系公司销售收入规模增长的效应体现，本报告期间，公司对销售产品结构进行优

化调整，销售收入中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增加，综合毛利率提高，营业利润和净利润相应增

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2月0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上市公告书》 中， 预计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38,000万元至41,000万元， 同比增长10.44%至

19.1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50万元至4,� 950万元，同比增长41.92%至51.08%。 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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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关于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

2018-010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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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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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9,300,114.77 3,732,254,256.66 34.48%

营业利润 785,708,589.57 347,385,179.67 126.18%

利润总额 784,419,849.76 375,067,261.80 10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2,865,368.85 312,255,599.08 10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30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3% 11.81% -0.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114,680,766.38 9,880,995,406.95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091,972,568.68 5,584,107,199.83 9.09%

股 本 1,350,000,000.00 1,350,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51 4.14 8.94%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19,300,114.7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48%；营业利润785,708,

589.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6.18%；利润总额784,419,849.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1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2,865,368.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5.88%。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 商用车变速器业务保持稳定增长，通过不断完善产品体系，加

快新产品和成熟产品的市场推广，有效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公司于2016年11月开始合并芜湖万里

扬的业务，2017年全年新增了芜湖万里扬的业务收入和利润，加上公司大力开拓客户市场，使得公司

乘用车变速器业务特别是自动变速器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 有效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

量，并推动公司整体收入和利润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114,680,766.38元，较期初下降7.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6,091,972,568.68元，较期初增长9.0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披露了《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预计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0,257.51万元至85,870.29万元， 本次业绩

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公司汽车内饰业务收入规模低于预期，内饰件存货

计提跌价损失以及新项目开发投入增加较多等原因所致。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给投资者带来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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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88

证券简称：惠威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05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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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3,827,458.63 243,484,998.58 8.35%

营业利润 35,274,716.31 38,151,801.21 -7.54%

利润总额 38,605,686.40 43,551,896.58 -1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43,148.24 37,044,594.97 -8.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59 -18.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0% 15.67% -5.2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5,095,539.80 298,308,737.97 6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34,057,571.22 245,998,599.91 76.45%

股本 83,117,600.00 62,337,6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22 3.95 32.3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平稳，实现营业总收入263,827,458.6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5%；

营业利润35,274,716.31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7.54%； 利润总额38,605,686.40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1.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043,148.2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10%。

2、财务状况说明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485,095,539.80元，同比增长62.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434,057,571.22元，同比增长76.45%；股本83,117,600.00元，同比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22元/股，同比增长32.33%。 该等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系2017年7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净资产总额增幅较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其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的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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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惠威电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787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

2018-016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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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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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61.54 100,655.14 15.70

营业利润 12,299.10 12,319.26 -0.16

利润总额 12,584.83 13,282.77 -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2.11 10,752.09 -4.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76 -5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7 11.66 -1.4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6,870.26 120,787.51 1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9,303.09 94,900.07 4.64

股本（万股） 28,812 14,406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45 6.59 -47.65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116,461.54万元，同比增

长15.70%；营业利润12,299.10万元，同比下降0.1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52.11万元，同

比下降4.65%；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3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6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客户规模扩大、产品销量增长、募投项目部

分达产后利润增加等所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低，主要系公司完成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本增加、2016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摊销、原材料价格上涨、公司财务费用同期增长等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6,870.26万元，较期初增长1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99,303.09万元，较期初增长4.64%；股本为28,812.00万股，较期初增长100%，主要系公司完成

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的《2017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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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0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