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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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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英文名：Nzuri� Copper� Limited，以下简称：“恩祖里” ）

●投资金额：总金额不超过114,026,497.14澳大利亚元，折合人民币不超过546,186,921.3元（按照1澳大利亚元=4.79元人民币计算）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需要得到政府部门及澳大利亚法院等的审批。

一、 对外投资概述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矿业” 或“公司” ）间接全资控股子公司旭晨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晨国际” ）拟以现

金方式收购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Nzuri� Copper� Limited）100%股权，总交易金额不超过114,026,497.14澳大利亚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恩祖

里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恩祖里为一家注册在澳大利亚联邦，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NZC。恩祖里主要资产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

地区的铜钴矿山，主要包括卡隆威采矿项目（kalongwe）和FTB勘探项目。卡隆威采矿项目目前已探明资源量为：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石平均

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30.2万吨，钴4.27万吨。 FTB勘探项目在卡隆威外围，勘探总面积334平方公里

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 交易双方于同日签署了《收购安排实施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

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收购安排实施协议》主体及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收购安排实施协议》（Scheme� Implementation� Deed）由旭晨国际和恩祖里两方签订。

（一） 旭晨国际

旭晨国际为盛屯矿业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名称为“Xuchen� International� Limited（中文名：旭晨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在

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属维尔京群岛）。

（二）恩祖里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Nzuri� Copper� Limited（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公众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Unit� 13,� 100-104� Railway� Road� Daglish� Road� WA� 6008

恩祖里是一家在澳交所上市的澳大利亚公司，股票代码：NZC，主要从事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铜地区铜矿带高品位铜钴项目的收购、开发

和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恩祖里的已发行证券为：(A)� 295,905,492股份；(B)� 12,274,230期权。 恩祖里与盛屯矿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恩祖里于刚果金拥有两个铜钴项目，分别为卡隆威项目（Kalongwe）和FTB（FOLD� ＆ THRUST� BELT� JV）项目。 其中卡隆威项目已

取得采矿许可证，并完成可行性研究；FTB项目尚处于勘探初期阶段。

2、股权结构

恩祖里的目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Ndovu�Capital�VI�BV 143,592,144 48.52

HuayouIternational�Mining（Hong�Kong）Limited 43,362,002 14.65

HSBC�Custody�Nominees(Australia)Limited 18,856,126 6.37

LA�GeneraleIndustrielle�ET�Commerciale�AU�Congo�SARL 11,103,739 3.75

Citicorp�Nominees�Pty�Limited 8,163,201 2.76

其余股东 70,828,280 23.95

合计 295,905,492 100

3、主要子公司和主要资产：

恩祖里主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主要资产：

（1）卡隆威项目（Kalongwe）

卡隆威铜钴矿项目位于刚果（金）南部卢阿拉巴省科卢韦奇市，证书类型为采矿许可证，矿权面积8.3平方公里。 该许可证允许矿石的开采

加工以及铜、钴精矿产品的运输和销售。 该项目位于中非刚果（金）-赞比亚巨型铜成矿带的西缘，该铜矿带内已发现了数个世界级高品位铜钴

矿床，著名的卡莫阿超大型铜矿距离该项目北部约30公里。项目外部开发建设条件较好，且已取得相关开发建设的政府批文，具备启动矿山建设

的基本条件。

根据恩祖里前期地质工作结果，项目共探获资源量：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石平均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30.2万吨，钴

4.27万吨。

（2）FTB项目（FOLD� ＆ THRUST� BELT� JV）

恩祖里已与艾芬豪矿业有限公司（TSX:IVN）签署谅解备忘录，收购该项目98%的股份。 FTB项目矿区毗邻多个世界级大型矿山和历史生

产矿区，这条褶皱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钴矿储量和丰富的铜矿。该区域被认为是高质量勘探靶区，类似卡莫阿-卡库拉矿床，Kamilongwen铜矿

床，以及Mutanda,Deziwa和Kansuki矿床，历史勘探发现较好矿化信息。

该矿区总面积334平方公里。目前项目正在勘探中，主要矿石种类包括铜、钴、铅、锌。根据区域内的矿化信息以及物探成果圈定了8个靶区，

其中四个靶区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找矿突破，具有进一步找矿的潜力。

（二）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澳大利亚元

年度

科目

2018 2017

总资产 48,409,036 33,748,284

净资产 41,371,376 31,154,440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183,204 -2,689,004

注：恩祖里会计年度为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

三、本次《收购安排实施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约方一：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

签约方二：旭晨国际有限公司

（一）先决条件及实施前步骤

1、根据法律法规，获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关部门批准；

2、澳大利亚法院的批准；

3、获得恩祖里股东的法定多数同意；

4、独立专家认为，该提案最符合恩祖里股东的利益；

5、恩祖里和旭晨国际保证重大方面真实无误；

6、盛屯矿业为旭晨国际履约提供保证（保证协议将另行签订）；

7、恩祖里获得Fold� and� Thrust� Belt� JV项目合资公司90%的股权并且艾芬豪矿业公司向合资公司完成探矿证的转让；

8、标准普尔/ASX300指数连续5个交易日收盘均未低于股权安排实施协议签署当日收盘点位20%或以上；

9、恩祖里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规定事件” 监管干预事件；

10、所有未偿付恩祖里期权被取消或者失效。

（二）对价

1、恩祖里股东有权根据协议条款及条件，就其所持有股份获得对价；

2、旭晨国际对恩祖里承诺并保证，根据协议条款接受恩祖里股份转让，并向恩祖里原股东支付对价；

3、旭晨国际支付的总金额最高为协议安排对价最高为114,026,497.14澳大利亚元；

（三）终止费

双方约定，如发生违反约定的情形导致协议终止，违约方将向另一方支付109万澳大利亚元终止费。

（四）预计时间表

恩祖里预计将于2019年6月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提案，在满足股东批准及其他条件的前提下，本方案将于2019年7月正式实施。

四、未来前景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有利于增加公司战略资源储备

非洲刚果（金）具有世界丰富的铜钴资源，当地钴矿及钴产品成本优势明显。 卡隆威铜钴矿及FTB勘探权均位于著名的加丹加铜钴矿带，是

世界上第三大铜矿富集区，也是世界上资源储量最大、矿床分布密度最高的铜钴矿成矿带，矿区距离世界级大型铜矿小于15公里。卡隆威项目资

源储量丰富，附近的FTB项目总面积334平方公里，毗邻多个世界级大型矿山。

根据现有勘探情况来看，FTB项目有四个靶区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找矿突破，其中，MONWEZI� 7靶区揭露一条厚19米，品位1.48%的钴

矿体；KAMBUNDJI靶区揭露一条厚22米，品位1.97%的铜矿体，其中5米的品位达3.25%，具有进一步找矿的潜力。 本次收购对加强公司上游铜

钴资源储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勘探力度，加快圈定资源，增加铜钴资源储备。

（二）有利于跟公司刚果（金）现有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盛屯矿业2016年以来开始在刚果（金）开展铜钴矿业务，逐步熟悉当地矿业及冶炼经营环境，积累了大量运营与开发经验，与当地众多中资

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盛屯矿业投资建设的年产10,000吨铜，3,500吨钴的铜钴综合冶炼项目已于2018年底投产。此次公司经过长期调研，

通过收购恩祖里获得旗下铜钴矿山资源，与公司铜钴综合冶炼项目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该项目再度扩产。

（三）可以较快时间产生效益

卡隆威项目是刚果（金）地区目前少有的可快速投产的中型铜钴矿。 目前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取得刚果（金）主要开工建设相关

批准，可迅速启动建设工作。矿山在现有储量基础上，可规划建设年产100万吨矿石项目，年产铜金属2.26万吨，钴金属3,700吨，将会较快扩大公

司的铜钴业务规模，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效益。

五、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本次对外投资涉及境外投资，主要存在政府及监管部门审批风险，国外政策风险，由于外汇价格

波动有可能带来风险。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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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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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七

名，实到董事七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讨论，审议并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恩祖里铜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祖里” ）是一家在澳交所上市的澳大利亚公司，股票代码：NZC，主要从事刚果民主共和国加丹加铜地

区铜矿带高品位铜钴项目的收购、开发和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恩祖里的已发行证券为：(A)295,905,492股份；(B)12,274,230期权。

恩祖里于刚果金拥有两个铜钴项目，分别为卡隆威项目（Kalongwe）和FTB（FOLD� ＆ THRUST� BELT� JV）项目。 其中卡隆威项目探

获资源量：矿石量1346万吨,铜矿石平均品位2.7%，钴矿石平均品位0.62%，金属量铜30.2万吨，钴4.27万吨，并已取得采矿许可证，完成可行性研

究；FTB项目尚处于勘探初期阶段，勘探区域毗邻多个世界级大型矿山和历史生产矿区，历史勘探发现较好矿化信息。总面积大约334平方公里，

主要矿石种类包括铜、钴、铅、锌。

公司拟提出以不超过114,026,497.14澳大利亚元的对价收购恩祖里100%的股权，按1澳大利亚元=4.79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不超过

546,186,921.3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有利于增加公司战略资源储备，深耕公司在刚果（金）的战略布局，同时能与公司在刚果（金）的铜钴综合冶炼项目

产生协同效应，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收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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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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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2月22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2

月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董事5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16）。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事项认真审核，公司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后能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17）。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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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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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2月22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

2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会会议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未发现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16）。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17）。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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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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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一）变更原因

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公司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经营风险增加。 为了适应公司业务实际情况及业务特性，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公司对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方法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情况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其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为：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半年内信息及技术平台服务及其他服务类应收款项，认定无信用风险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业务性质，认定无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员工的公积金、社保、预支工

资、房租押金

账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

包括除上述组合之外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收款

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组合分类

贷款组合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本公司之子公司发放保理贷款及垫款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情况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对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其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为：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

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业务性质，认定无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员工的公积金、社保、预

支工资、备用金、房租押金

金融科技服务组合 账龄分析法

信息及技术平台服务及其他服务类应收款项，按照实际账龄的信用

风险组合分类

账龄分析组合 账龄分析法

包括除上述组合之外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

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

组合分类

贷款组合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本公司之子公司发放保理贷款及垫款

（四）会计估计变更执行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

整，对以往各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经公司初步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全年将增加资产减值损失约9158.14万元，对

净利润的影响额约8970.08万元，不会导致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本项会计估计变更具体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

益。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未发现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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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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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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

财务状况，公司及子公司于2018年度末对存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

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2018年度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2018年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04,482.05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

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款项 142,822.60 374.38%

存货 6,599.30 17.30%

长期股权投资 275.00 0.72%

商誉 54,785.14 143.61%

合计 204,482.05 536.01%

3、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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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合计204,482.05万元，占公司2017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536.01%。 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2018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62,082.17万元，减少2018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62,082.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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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具体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方法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认标准：

单项金额重大的具体标准为：金额在100万元以上。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小贷类贷款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对已发放贷款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贷款本息的偿还情况、抵押品的市价、担保人的支持力度和企业内部信贷管理等因素，分析发放贷款可回收性的风险程

度，将贷款分为如下五类：

正常类：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信贷资产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 关注类：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信贷资产本息，但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

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 次级类：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经营收入无法及时、足额偿还信贷资产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造成一定损

失。可疑类：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信贷资产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损失类：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必要的法律程序之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

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根据贷款风险类别按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风险分类 计提比例(%)

正常类贷款 1.50

关注类贷款 3.00

次级类贷款 30.00

可疑类贷款 60.00

损失类贷款 100.00

(2)金融科技服务类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风险分类 计提比例(%)

30天以内 1.00

30天-60天 10.00

60天-90天 50.00

90天-180天 80.00

180天以上 100.00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1）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确定依据：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一起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以前年度与之具有类似信用风

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名称 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组

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纳入合并范围的关联方组合

无风险组合 不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业务性质，认定无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员工的公积金、社保、预

支工资、备用金、房租押金

金融科技服务组合 账龄分析法

信息及技术平台服务及其他服务类应收款项，按照实际账龄的信用

风险组合分类

账龄分析组合 账龄分析法

包括除上述组合之外的应收款项，本公司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对应

收款项计提比例作出最佳估计，参考应收款项的账龄进行信用风险

组合分类

贷款组合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本公司之子公司发放保理贷款及垫款

2）根据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确定的计提方法：

采用未来现金流折现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贷款或贷款组合是否存在减值的客观证据进行评估。 当有客观证据表明因在其初始确认后发生的一项或多项损失事件而发生减值，且

这些损失事件对该项或该组贷款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能可靠估计时，本公司认定该项或该组贷款已发生减值并确认减值损失。

贷款发生减值时，本公司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利润表。 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按照该贷款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 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贷款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 对于以浮动利率计息的贷款，在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时采用合同规定的现行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

在以组合方式进行减值评估时，本公司基于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对贷款进行分组。 这些信用风险特征表明了债务人按照该等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偿还所有到期金

额的能力，与被评估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相关。

对于以组合方式进行减值评估的贷款组合，本公司基于与该组合中的资产具有相似信用风险特征的资产的历史损失经验，估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为反映该组贷

款的实际情况，以上历史损失经验将根据当期数据进行调整，包括反映历史损失期间不存在的现实情况及从历史损失经验数据中剔除当期已不存在事项的影响。

当某贷款不可回收，待所有必要的程序执行完毕，在冲减其相应的减值准备后进行核销。 核销后又收回的金额，计入利润表。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贷款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已提高等)，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利润表

中的“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但是，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应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贷款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 5

1－2年 10 10

2－3年 20 20

3－4年 30 30

4－5年 50 50

5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为：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本公司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为：根据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进行计提。

2、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年度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374.38%，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款项

账面价值 434,392.21�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291,569.61�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详见上述内容

本次计提资产价值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

办法（详细内容见上述内容）

计提数额 142,822.60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公司按相关会计政策计提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二）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8年年度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17.30%，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85,453.11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78,853.81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

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

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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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

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

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

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

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

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

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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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价值的依据 根据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进行计提。

计提数额 6,599.30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公司存货期末可变现净值

低于账面成本的，按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8年年度公司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0.72%，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42,976.54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42,701.54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

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

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

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

回。

本次计提资产价值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

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

测试， 在期末时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来计量，

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

备

计提数额 275.00万元

计提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

性原则， 公允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

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价值。 经测

试，其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公司计提减值准备。

（四）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8年年度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例为143.61%，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 54,789.09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3.95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

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相

比较确认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所分摊商誉的资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资产组或者资产

组组合（包含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 与其可收回金

额，如果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应确认为商誉减值。 确认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商誉减值损失不应当超过其分摊的金额。对于超出的部分应归

属于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减值损失。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

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商誉减值一经确

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本次计提资产价值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至少在每年

年终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时，商誉的账面价值依据相关的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

情况分摊至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计提数额 54,785.14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综合考虑宏观国内经济环境、金融政策和行业市场环境变

化，并基于公司期末财务报表判断，预计金融板块部分企业经

营业绩低于预期。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

关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应当估计其可收回价值，按可收回

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聘请同致信德

（北京）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权益公允价值重新评估， 评估结果显

示商誉存在减值情况。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经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事项认真审核，公司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后能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有关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8年度财

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

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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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847,490,607.93 6,964,354,629.59 12.68%

营业利润 -1,737,123,821.97 457,490,998.95 -479.71%

利润总额 -1,723,066,852.71 452,229,682.14 -48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52,447,494.71 381,492,002.29 -58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1 0.61 -380.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1% 11.66% -724.4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784,466,035.78 10,414,239,353.91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472,869,852.82 3,444,517,425.01 -28.21%

股 本 1,084,111,428.00 635,470,225.00 7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28 5.42 -57.93%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

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4,749.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68%；营业利润-173,712.3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79.71%；利润总额-172,306.69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481.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244.7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85.58%；基本每股收益-1.71元/股，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80.33%。

主要经营数据变动的原因是：（1）报告期内，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和金融行业整体环境的影响，公司金融板块业务收入大幅下滑；（2）由于公司金融

板块经营风险加大，商业保理业务、助贷业务、车贷业务等部分应收账款预计无法收回，计提了坏账准备141,476.08万元。 由于部分助贷业务出现逾期，确认了预计负

债39,682.63万元。 同时，对公司收购中融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计提了减值准备54,785.14万元；（3）冰箱板块出口业务主要以美元和欧元结算，2018

年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较大，远期外汇合同公允价值变动产生损失16,069.70万元。 综合上述因素，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85,244.75� 万

元。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1,078,446.60万元，较期初增加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7,286.99�万元，比期初下降28.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2.28元，比期初下降57.93%。主要原因是：1）2018年度公司计提大额坏账准备、商誉减值准备和预计负债，导致公司发生亏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08,411.14万股，较报告期初增长70.60%，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实施权益分

派44,639.88万股及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行权涉及的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0日披露的《2018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425.62%-513.62%。 现经

过对2018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下降585.58%，与已披露的业绩预计存在差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根据

谨慎性原则，对公司部分业务进行重新认定：1、部分商业保理业务、助贷业务和车贷业务部分等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新增坏账准备6.20亿元； 2、由于部分助贷业务逾

期新增预计负债0.9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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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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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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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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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拟向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

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产以及光伏发电站运营维护等相关

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2）， 并分别于2018年9月27

日、2018年10月18日、2018年11月1日、2018年11月15日、2018年11月29日、2018年

12月13日、2018年12月27日、2019年1月23日、2019年2月13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8-128、2018-132、2018-139、

2018-144、2018-149、2018-154、2018-159、2019-007、2019-012）。

公司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了 《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57），披露了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机构备案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参与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拟

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项。

公司于2019年1月9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4），经过进一步商讨、论证，公司拟增加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标的资产。 2019年1月8日，公司与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

购买框架协议》，公司拟通过向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其拥有的从事光伏发电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

并已组织召开多次中介协调会，充分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交易

标的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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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

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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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实施完成。新

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证券” ）为该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廖海

龙先生、刘谷余先生为该项目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持续督导期至2017

年12月31日。目前持续督导期已届满，鉴于该项目相关的业绩承诺与补偿、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尚未结束，新时代证券将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责任。

2019年2月26日，公司收到新时代证券出具的《关于更换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项目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

函》，原指派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廖海龙先生、刘谷余先生因工作变动，

不再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

行，新时代证券指派陈志超先生、冯森先生接替廖海龙先生、刘谷余先生担任公司该

次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公司董事会对廖

海龙先生、刘谷余先生为公司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2016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陈志超先生、冯森先生。

陈志超先生、冯森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

陈志超先生简历

陈志超，男，注册会计师，法律职业资格，2017年6月通过保荐代表人考试。 现任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项目经理。

冯森先生简历

冯森，男，硕士研究生，金融学专业。 现任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

部项目经理。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08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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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75,329.99 295,783.39 -6.91

营业利润 68,315.41 110,338.17 -38.09

利润总额 68,210.01 107,543.95 -3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569.98 88,983.49 -34.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3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6.33% 减少2.3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41,964.44 4,350,972.47 1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52,401.02 1,435,896.13 15.08

股本 310,340.54 279,306.48 1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32 5.14 3.50

注：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修订财务报表格式相关通知，公司对利润表中“其他收益”

行项目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国内外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国内证券市场走势持续低迷。 受不利的市场环境

影响，报告期内，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275,329.99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91%；实现利润总额68,210.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7%；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569.9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18%。

2018年末，公司资产总额比年初增长11.28%，主要系公司增加金融资产投资所致；归

属于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年初增长15.08%，主要系公司于2018年10月A股发行上市所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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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09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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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18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经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对有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

减值测试，2018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6,313.2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项目 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融出资金 -419.1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874.2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660.92

其他 4,197.20

合 计 16,313.21

注：融出资金、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含转入“应收款项” 核算的款项，下同。

以上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报告期损益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6,313.21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

额16,313.21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12,234.91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8年度利润总额为68,210.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569.98万元。 上

述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融出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18年度公司计提融出资金减值准备

-419.15万元。 由于融出资金规模缩减，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日融出资金余额的0.3%冲回

计提减值准备412.95万元，以及收回转入应收款项的融资款6.2万元。

（二）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18年度公司计提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4,874.24万元。其中：由于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规模减少，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日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余额的0.3%冲回计提减值准备414.94万元；对合同还款日逾期，且客户维

持担保比例低于100%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减值测试，经测算，按照账面价值和预计

可收回金额之间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5,289.18万元。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18年度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

备7,660.92万元。 包括公司自营投资的资管产品计提减值准备5,685.59万元；子公司对其

投资的资管产品、资产证券化产品等计提减值准备1,975.33万元。

（四）其他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2018年度计提收益互换业务减值准备4,

207.64万元，主要系公司对合同逾期，且权益比率低于交易的警戒权益比率的收益互换业

务单独进行测试，经测算，按照账面价值和预计可收回金额之间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人民

币4,207.64万元；另冲回应收款项坏账准备10.44万元。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729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4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等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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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了关于变更名称、增加注册资本暨修

改《公司章程》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事项

经公司2019年1月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2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通过，公司拟作如下事项变更：

1、公司中文名称由“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

文名称由 “Shanghai� LongYun� Advertising� ＆ Media� Co., � Ltd.” 变更为 “Shanghai� LongYun�

Media� Group� Co.,� Ltd.” ；

2、由于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6,667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333.8万股；

3、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对公司章程中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相关规定有所修改；

并同意公司根据上述内容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应条款等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临2019-001、临2019-002和临2019-022）。

二、以上变更事项经工商核准登记信息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1、名称：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1468181F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三角街9号

5、法定代表人：余亦坤

6、注册资本：人民币9333.8000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03年6月10日

8、营业期限：2003年6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9、经营范围：承接各类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广告业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

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娱乐咨询，从事信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龙韵股份）、证券代码（603729）不变。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10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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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907,270.65 2,006,477,112.36 -18.57%

营业利润 141,633,035.66 225,410,997.75 -37.17%

利润总额 171,283,449.11 225,308,631.22 -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10,495.49 175,160,241.78 -3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6 -4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6% 9.58% -4.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120,007,938.16 4,310,397,456.80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30,239,547.41 2,251,368,264.91 3.50%

股 本 705,917,914.00 705,954,330.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0 3.19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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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利润14,163.3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7.17%；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01.0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37.77%。 主要原因是：（1）受国家金融政策发生

较大变化影响，公司部分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未能按期到位，拖延了项目工程进度及结算，导致公司全年

实现的医院建设收入未达预期；（2）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营业利润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同比下降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

比增加3.50%，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01.0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7.77%， 与公司

2018年10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0%至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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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鹏华丰恒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鹏华丰恒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280

基金管理人名称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

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基金经理离任

注：-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注：-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涛

离任原因 公司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9-02-27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

注： 刘涛仍担任鹏华丰融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禄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鹏华丰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普天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鹏华弘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尊悦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鹏华中短债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永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4.�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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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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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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0.14 126.57 34.42%

营业利润 27.24 18.94 43.86%

利润总额 27.47 19.89 3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5 14.88 37.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4 0.97 38.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0% 24.05% 2.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0.66 88.09 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4.90 67.53 25.73%

股 本 15.31 15.3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5 4.41 25.73%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邮政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507.1� 亿件，同比增

长26.6%；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038.4亿元，同比增长 21.8%；公司本年度业务量、营业总收入、营业

利润、利润总额亦保持较快增长，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同步增加。

2018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170.1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42%；营业利润27.24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43.86%；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7.4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0.45亿元，较上年持续经营业务同期增长37.4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20.66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6.97%，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收购转运中

心资产及经营权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25日，公司公告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公告

编号：2018-087）， 该公告预计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857.89万元至223,

175.43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预计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45亿元。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披露的经营业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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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