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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3

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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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圆控股” ）函告，获悉金圆控股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金圆

控股

是 28,620,000

2019年 02

月25日

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之日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10.69% 融资

二、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金圆

控股

是 5,500,000

2018年 03

月29日

2019年 02

月25日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凤起支行

2.05% 融资

金圆

控股

是 5,600,000

2018年 04

月24日

2019年 02

月25日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凤起支行

2.09% 融资

金圆

控股

是 5,700,000

2018年 05

月18日

2019年 02

月25日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凤起支行

2.13% 融资

合计 16,800,000 6.28%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67,707,6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7.46%。 金圆控股

本次质押的股份总数为28,620,0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4.00%。 金圆控股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总数为

16,8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35%。 截至目前，金圆控股累计用于质押的股份总数为185,401,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5.94%。

四、备查文件

1．金圆控股关于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74

证券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9-00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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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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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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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6,439,957.11 5,318,909,977.89 9.17%

营业利润 183,561,375.49 103,419,239.32 77.49%

利润总额 185,590,751.91 77,060,769.92 14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925,247.77 57,314,855.74 152.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09 15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0% 2.12% 3.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6,558,751,370.10 6,261,232,310.4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29,619,650.00 2,637,558,753.63 -0.30%

股本 634,909,764.00 634,909,76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4 4.15 -0.30%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492.52万元，与上年相比增长152.86%；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部分产品价格波动上升，部分业务量增长等导致毛利增加。 另外，新项目投产或准备及年

度周期性检修对四季度经营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报告期，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23日，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8年度经营业绩14,000万元至16,

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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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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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30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6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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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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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2018年(1-12月) 2017年(1-12月)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7,909,633,371.89 6,451,799,195.92 22.60%

营业利润 989,025,277.56 529,042,098.23 86.95%

利润总额 986,510,891.28 531,320,858.24 8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1,894,697.79 360,703,991.38 10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41 9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2% 9.13% 5.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1,421,625,654.49 11,089,204,682.57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11,943,526.77 4,634,005,916.65 14.63%

股本 964,603,777.00 964,603,777.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1 4.80 14.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09,633,371.89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989,025,277.56元、986,510,891.28元、751,894,697.79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2.60%、86.95%、

85.67%和108.45%。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一）公司气体产业规模日益扩大。 下游相关产业景气度提升，推动了公司气体业务的发展。 报告期内，

气体零售市场需求旺盛，公司充分发挥规模和区域优势，抓住市场机遇，积极拓展零售市场，零售气体销售量

和营业收入同比均有显著提升。 同时，管道气销售量不断增加，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的营业收入。 2018年，公司

气体业务总体效益提升明显，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实现同比增长。

（二）公司设备制造业务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 受益于公司空分技术水平和市场影响力的显

著提升以及下游相关产业对空分及石化等设备需求的增长，2018年，公司设备制造板块总体呈现良好发展态

势，设备制造业务销售收入和盈利情况均较2017年同比有显著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为71,000万元 ~� 84,000万元。2018年度业绩快报显示，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751,894,697.79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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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1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讼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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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5,620.75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依据判决书的结果显示，法院已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公司

本期及期后利润无负面影响。

张子燕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已于2017年7月19日立案受理。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1872号】，现将判决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张子燕

被告：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债权人代位权纠纷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及其理由：

2016年1月26日自然人张子燕以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为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中

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后经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在张子燕未能证明本案的主债权及次债权均已确定的情

况下，其关于代位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6年2月17日、2017年3月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6-021号、临2017-011号。

因张子燕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如下：

1、公司直接向其支付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偿还的2013年2月6日两份《借款协议》

项下利息3,067.37万元，及至该债务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还款罚息和违约金（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

为2,174.16万元）；

2、公司直接向张子燕支付成都市广地绿色工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应偿还的2013年6月7日《借款协议》

项下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利息人民币35.58万元、及至该债务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逾期还款罚息及违约金

（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为170.64万元）；

（上述两项诉讼请求合计金额5,620.75万元，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

三、案件判决情况

2019年2月25日，公司收到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出具民事判决书【（2017）粤民终1872号】，判决主要内

容如下：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案件受理费322,837.50元，由上诉人张子燕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无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 2019-012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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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2019年02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02月26日在深圳市路

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

5名（其中董事长郭秀梅女士、独立董事田韶鹏先生、独立董事陈琪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并

表决）。会议由董事长郭秀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9,878.59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

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

性。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19年02月27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证券代码：

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 2019-013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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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

年02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02月26日在深圳市路畅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监

事会主席陈守峰、监事杨成松为通讯出席）。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守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

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9,878.59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充分、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19年02月27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备查文件：《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 2019-014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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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本着谨慎

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清查并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

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2018年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资

产，2018年度预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9,878.59万元，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例402.69%。 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或转回 期末数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428.69 1,759.74 16.09 5,172.34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354.79 1,517.79 5.30 1,867.28

存货跌价准备 1,631.42 6,601.06 1,951.85 6,280.63

合计 5,414.90 9,878.59 1,973.24 13,320.2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万元） 35,646.12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30,473.78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账龄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原因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二）、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万元） 30,614.01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28,746.73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

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账龄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原因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万元） 39,200.30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32,919.67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规定：资产负债

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

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9,878.59万元，减值准备事项计入公司2018年

损益，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8,304.41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38.52%。

本次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 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仍在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的范围内。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公司2018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计提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

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计提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充分、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

: 2019-015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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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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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65,112,585.53 773,936,726.47 -1.14%

营业利润 10,753,259.48 27,977,607.76 -61.56%

利润总额 11,585,960.25 27,977,607.76 -5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249,809.60 24,531,799.24 -25.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0 -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3.80% -1.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36,284,693.43 1,620,536,803.92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69,755,792.42 657,851,264.75 1.81%

股 本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5813 5.4821 1.8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5,112,585.53元，较上年下降1.14%；当期实现营业利

润10,753,259.48元，较上年下降61.56%；利润总额11,585,960.25元，较上年下降58.5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49,809.60元，较上年下降25.61%。

公司于2018年12月完成了郑州市路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工商登记变更，按

股权转让合同收到首期款，向买方移交了控制权，按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将该股权转让交易

在2018年确认了收益。但是，2018年，汽车行业发生了较大变化，增速放缓，竞争加剧，公司

产品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公司对存货、应收账款等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9,878.59万元。 在前述事项综合影响下，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有较大幅度变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36,284,693.43元，较上年增长0.9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69,755,792.42元，较上年增长1.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5.58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在《2018年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中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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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信诚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7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场内简称：信诚500）

基金主代码 16551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

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

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500指

数分级A

信诚中证500指

数分级B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

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0028 150029 16551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

定额投资

- -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 1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 - 10.00

注:本基金自2019年2月27日起暂停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在 10�元以上(不含 10�元)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本着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有权予以拒绝。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信诚中证500份额进行申购与赎

回。 信诚中证500� A份额、信诚中证500� B份额只上市交易,不接受申购与赎回。

(2)本公司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iticprufunds.

com.cn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信诚中证

800

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7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场内简称：信诚金融）

基金主代码 165521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

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800金融

指数分级A

信诚中证800金融

指数分级B

信诚中证 800金

融指数分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0157 150158 16552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

- -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 1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元）

- - 10.00

注:本基金自2019年2月27日起暂停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在 10�元以上(不含 10�元)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本着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有权予以拒绝。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信诚金融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

信诚金融A份额、信诚金融B份额只上市交易,不接受申购与赎回。

(2)本公司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iticprufunds.

com.cn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信诚中证

800

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7日

1.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场内简称：信诚医药）

基金主代码 1655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

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

业务的起

始 日 、 金

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2月2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

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保证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中证800医药

指数分级A

信诚中证800医药

指数分级B

信诚中证800医

药指数分级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50148 150149 16551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

- -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 - 1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

元）

- - 10.00

注:本基金自2019年2月27日起暂停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如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的累计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在 10�元以上(不含 10�元)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本着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有权予以拒绝。 在暂停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投资者可通过场外或场内两种方式对信诚医药份额进行申购与赎回。

信诚医药A份额、信诚医药B份额只上市交易,不接受申购与赎回。

(2)本公司提示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由此给投资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666-0066,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iticprufunds.

com.cn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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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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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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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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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0,802,172.59 1,226,017,671.63 21.60%

营业利润 -12,497,500.70 -245,571,589.10 94.91%

利润总额 -10,514,952.56 -245,134,640.23 9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58,445.85 -236,661,197.94 10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70 10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8.95% 9.2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05,155,692.01 4,549,570,657.17 -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526,088,304.84 2,517,531,571.37 0.34%

股本 337,576,686.00 337,576,68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7.48 7.46 0.2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金融科技综合服务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以智能银行整体解决方案和数据中心综合服务为

基础，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区块链等科技创新业务，各项业务正常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中科” ）的业绩与预期净利润存在差异，本报告期末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具体详见2019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0,802,172.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558,445.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62%；实现营业利润-12,497,500.7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4.91%；利润总额-10,514,

952.5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71%；基本每股收益0.0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29%；主要系上年部分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金额较大所致。

公司经营发展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本报告期末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会影响现金流和偿债能力，公司不存在

债务风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0-11,833.06万元， 本次业绩快

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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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

2019-006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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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在公司天枢会议

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朱烨东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应到董事9名，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刘开同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赵学荣女士代为出席），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356.69万元事项，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2018年净利

润，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4,356.69万元。

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最终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的最终金额，以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最终的评估和审计金额为准。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

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

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2019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2019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

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科”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769,358.58元事项，

计入2018年度损益，预计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3,769,358.58元。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的金额，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金额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本次天津中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

和天津中科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和天津中科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详见2019年2

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2019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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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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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召开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在公司天枢会议

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昕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356.69万元事项，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2018年净利

润，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4,356.69万元。

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最终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的最终金额，以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最终的评估和审计金额为准。

监事会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

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2019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2.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

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科”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769,358.58元事项，

计入2018年度损益，预计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3,769,358.58元。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的金额，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金额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监事会对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认为：本次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公司和天津中科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能

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详见2019年2

月2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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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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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具体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中科金财，股票代码：002657）自2019年2月

22日起连续三个交易日（2019年2月22日、2019年2月25日、2019年2月26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 公司关注、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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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朱烨东、沈飒以及公司管理层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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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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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 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18年2月27日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0至11,833.06万元不存在较大差异。

3、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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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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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金财”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现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2014年11月2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18号《关于核准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刘开同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向刘开同、董书倩、刘运龙以及天津滨河数据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天津滨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8年4月更

名为现名称，以下简称“天津中科” ）100%的股权，本次收购于2014年11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形成商誉624,031,

391.94元。

2018年4月1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天津中科资产组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299,814,889.25元，该次计提商誉减值后，天津中科资产组商誉账面金额为324,216,502.69元。

受到宏观经济形势、行业竞争、市场形势、客户到期未接续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继2017年度业绩不达预期净利润之后，

天津中科2018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为3,124.30万元（未经审计），与预期净利润存在差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的会计政策，公司需要对天津中科资产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已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

进行相关评估审计工作。

根据公司与评估机构和审计机构的沟通情况，按照谨慎性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公司确定了天津中科的含商誉资产

组，包含归属于资产组的可辨认资产、商誉、可能涉及的资产组对应的不可分割负债及可能涉及的其他资产（或负债），采

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估算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具体方法及过程如下：

1、现金流量折现法模型与基本公式

本次测算的基本模型为：

P：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Ri：未来第i年的预期收益（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n：收益期的预期收益（企业税前自由现金流量）；

r：税前折现率；

n：未来预测收益期；

2、收益指标

资产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R=EBITDA－追加资本

EBITDA为息税折摊前利润，其计算公式如下：

EBITDA=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营业费用－管理费用+折旧摊销

其中：追加资本=资产性更新投资+营运资金增加额+资本性支出。

3、折现率

（1）税后折现率

在确定税后折现率时，首先考虑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该资产的利率无法从市场获得的，使用替代利率估计。

在估计替代利率时，参照加权平均资金成本(WACC)确定。 采用资本加权平均成本模型(WACC)确定税后折现率r的计算

公式如下：

式中：

K：一定时期股票市场的平均风险值，通常假设K=1；

βx：可比公司股票（资产）的历史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Di、Ei：分别为可比公司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2）税前折现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为了资产减值测试中估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

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如果用于估计折现率的基础是税后的，应当将其

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

由于在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均以税前现金流量作为预测基础的，而用于估计折现率的基础是税后的，应当将

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以便于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基础相一致。 具体方法为通过税后折现结果与前述税前现金

流通过单变量求解方式，倒算税前折现率。

综上，经过商誉减值测试，公司本次对天津中科资产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4,356.69万元。 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的最终金额，以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最终的评估和审计金额为准。

公司上述计提天津中科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事项，已经由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356.69万元事项，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2018年净利

润，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4,356.69万元。

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最终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的最终金额，以

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最终的评估和审计金额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

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 能够更加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

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的金额，是公司的

初步估算结果，可能与最终金额存在差异，最终金额需经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的评

估和审计结果确定。

2.公司已发现天津中科原核心人员徐灵慧等涉嫌职务侵占，损害天津中科的利益，正在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过程中。

公司将采取积极稳健的策略和措施开展天津中科的经营并维护公司和全体投资者的权益。

3.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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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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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金财”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中科金财科技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天津滨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8年4月更名为现名

称，以下简称“天津中科” ）按照谨慎性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

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天津中科现有存货的市场行情、价格走势以及产品更新换代等综合因素，在对天津中科存货的可变现值进行了

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后认为，天津中科部分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由于该部分存货数量较多、

单价较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天津中科按照类别对该部分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因此，天

津中科本次对部分存货计提跌价准备3,769,358.58元。 计提明细见下表：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

期初存货跌

价准备

销售结转跌

价准备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 4,188,176.20 418,817.62 - - 3,769,358.58

上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769,358.58元事项， 已经由公司2019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

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中科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769,358.58元事项，计入2018年度损益，预计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

额3,769,358.58元。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的金额，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金额

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天津中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

原则及公司和天津中科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和天津中

科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查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公司财

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符合公司和天津中科的实

际情况，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能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和导致2018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的金额，是公司的初步估算结果，尚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金额存在差异，最终金额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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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