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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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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863,102,222.04 2,814,626,707.79 37.25%

营业利润 276,079,387.60 30,017,908.13 819.72%

利润总额 267,693,680.61 39,290,502.78 58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222,071.24 22,188,503.68 91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03 7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4% 0.93% 8.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46,485,476.95 4,785,410,974.42 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87,852,546.88 2,359,884,288.49 9.66%

股本 888,183,498.00 890,324,298.00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1 2.65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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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6,310.2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7.25%； 实现营业利润27,

607.9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9.72%；实现利润总额26,769.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1.3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22.2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9.55%。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

长超过30%的主要原因是：（1）本年度公司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价格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利

润增长；（2）本年度人民币贬值，汇兑收益同比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514,648.55万元，较年初增长7.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8,785.25万元，较年初增长9.66％。公司资产规模及所有者权益同比上升，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负债

规模增加及本报告期盈利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23,297.93万元至24,407.35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2,622.21万元，较前次业绩预告存在较小差异，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年底汇率波动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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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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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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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9年2月27日下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亲自参会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百宽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15）。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

:

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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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9年2月27日下午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了现场会议。 本

次会议应参会监事5名，亲自参会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志彦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

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15）。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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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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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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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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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

项、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清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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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固定资产、应收

款项及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8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2,198.28万元，明

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

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11,858.57 534.45%

其中乌克兰DMKD钢厂

1,480.73 66.73%

渤钢系5家客户 3,051.37 137.52%

其他应收款 235.49 10.61%

存货 104.22 4.70%

合计 12,198.28 549.76%

注1：2018年上半年，公司根据乌克兰DMKD钢厂的现状，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笔应收账款已全额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及时披露。

注2：2018年9月13日公司披露渤钢系48家企业破产重整首次公告时， 财务管理部已对公司的渤钢

系5家客户应收账款加速计提了减值准备2,476.64万元，2018年度公司对渤钢系5家客户合计计提减值

准备3,051.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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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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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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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8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金额为11,858.57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1,898,398,486.1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467,457,697.7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1、单项金额超过100万

元的应收账款。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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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认定

计提坏账准备，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

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1）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2）账

龄分析法组合。 账龄分析法组合减值测试期末根据应收账款不同账龄的

计提比例进行减值测试。 账龄在1年以内的按5%计提；账龄在1-2年的按

10%计提；账龄在2-3年的按20%计提；账龄在3-4年的按50%计提；账龄

在4-5年的按80%计提；账龄在5年以上的按100%计提。（3）单项金额不

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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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

本期计提数额（元） 118,585,693.86

计提原因 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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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8.28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15.68万元， 相应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10,

915.68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2018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对公

司2018年度业绩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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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1、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计提方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的，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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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经减

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应收款项当中的应收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有客观证据

表明其发生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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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末，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及个别分析认定法，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并记入当期损益。

2、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1）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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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公司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

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2）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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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

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五、董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公司2018年度计提应收款项、存货减值准备共计

12,198.28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

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合理性。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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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

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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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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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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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通知已

于2019年2月23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的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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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3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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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

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3日以书面方式、电话等

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楚光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审议议案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程序合法，依据充

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后财务报表能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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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4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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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8,635.26万元，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另

外，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泰材料2016年、2017年和2018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并购时

承诺的净利润目标，根据公司重组时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交易对方（即新泰材料原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深圳市兴创源投资

有限公司及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司）应在三年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对公司予以补偿，补偿

金额折合约为50,023,419股公司股份。 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股价为公允价格，其

价值计入2018年度公司损益。 具体数据最终以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2016年，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股份” 或“公司” ）经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向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759号）核准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向江

苏新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

泰材料” ）全体股东发行股份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标的新泰材料100%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成商誉231,865.03万元。 2018年4月25日，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特殊合伙）审计并出具了大华审字[2018]003240号2017年年度《审计报告》，

根据报告确认，新泰材料资产组（含商誉）账面价值2,882,362,560.04元,�资产可回收金

额 （评估值）2,732,258,300元，2017年公司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为150,104,260.04元。

截止2017年底，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商誉余额为2,168,546,066.17元。

2018年，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六氟磷酸锂市场销售价格仍

处于较低价位，新泰材料全年实现净利润不及预期，新泰材料资产组（包含商誉）出现减值

迹象。

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企华” ）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所涉及的新泰材料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估值，并于2019年2月22日出具了《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

测试涉及的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资产、 负债及商誉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9]第3093号），评估报告所载2018年12月31日新泰材料100%股东权益评估结果

为241,433.80万元。评估结果低于资产组账面价值，为谨慎起见，公司拟对商誉计提减值准

备。

公司上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经由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规定，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司在对包含商誉的新泰材料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按以下步骤处理：

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新泰材料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

价值相比较，结果为未发生减值损失；

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新泰材料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包含商誉的新泰材料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发现包含商誉的新泰材料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于是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抵减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三、列表说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

额（评估值）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金额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的依据

计提原因

新泰材 料资

产组 （含商

誉）

280,069.06 万

元

241,433.80 万

元

38,635.26万元

具有证券资格的评

估公司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

资产组 的市

场环境 发生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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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8,635.26万元，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反映。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

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 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

况，资产价值信息具有合理性。 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程序合法，依据

充分。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计提后财务报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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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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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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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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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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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637,591.03 853,371,820.89 0.85%

营业利润 95,598,694.08 52,118,789.31 83.42%

利润总额 96,227,901.87 53,528,452.27 7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65,114.00 22,182,591.45 27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5 2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9% 0.66% 1.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961,272,437.35 3,736,141,186.21 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09,311,714.65 3,348,055,503.98 1.83%

股 本 452,179,983.00 452,179,98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54 7.4 1.89%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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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正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较去年

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二）2018年度，公司净利润、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有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新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材料” ）2016年、

2017年和2018年三年累计实现利润未能达到并购时承诺的净利润目标， 根据公司重组时

签订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交易对方（即新泰材料

原股东常熟市新华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创源投资有限公司及常熟市新昊投资有限公

司）应在三年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对公司予以补偿，补偿金额折合约为50,023,419股公司股

份。 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股价为公允价格，其价值计入2018年度公司损益。 具体数

据最终以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2）2018年度，公司全资子公司新泰材料主要产品六氟磷酸锂受市场行情影响，盈利

能力下降，经减值测试，子公司新泰材料资产组（含公司收购新泰材料股权时形成的商誉）

出现减值迹象，为谨慎起见，公司聘请专业资产评估机构对该资产组进行了评估，并根据评

估结果，按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规定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准备，拟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准备金额为38,635.26万元；

（3）2017年度因六氟磷酸锂业务盈利能力下降，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1.5亿元，受

此影响，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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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对2018年年度的业绩预计不存在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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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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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山东金泰 公告编号：

2019-006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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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2019年2月12日，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福建麦凯智造婴童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8名股东签署了《股权收购框架协议》，公司拟筹划采用现金方式收购

标的公司5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披露的《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二、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推进中，公司及各中介机构正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通过实地走访、资料查阅等方式对标的公司进行持续

的现场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实质性核查工作，并已组织召开多次中介机构协调会。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正在编制过程中，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方案处于论证和研究中

尚未最终确定，相关交易方尚未签署关于重组事项的正式协议。

公司关注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 ）于2019年2月25日在

其微信公众号“投服中心” 上发布了《关注山东金泰重组交易 呼吁上市公司积极释疑》，对公司拟筹划

采用现金方式收购标的公司51%股权事项高度关注， 关注问题涉及标的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是否不确

定、标的资产估值是否合理和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堪忧、交易对价能否足额支付等方面。

上述关注事项是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尽职调查和方案设计中的重点。 本着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向

中小股东负责的原则，公司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制定了相应的核查方案和工作计划，认真落实相关事项

的解答。 鉴于对标的公司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行中，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集

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届时将通过中国投资者网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平台详细说明投服中心关注的相关事项。

鉴于对标的公司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尚在进行中，相关交易方尚未签署关于重组事

项的正式协议，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履行相关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07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撒文化” ）于 2016�年 8�月 24�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 2016�年 9�月 12�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6�年 8�月 25�日和 2016�年 9�月 13�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相关

公告。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2016�年 11�月 25�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完成购买，累计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14,316,570股，成交均价23.05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

定期为 12�个月，即自2016年 11�月 25�日至 2017�年 11�月 24�日止。

根据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 6�月 2�日， 公司实施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总数变更为

22,906,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1%。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 1�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

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公司于2018�年 8�月 7�日召开持有人大会，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所持 50%�以上份额同意，同意将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 1�年。并提交公司于 2018�年 8�月 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

期延长， 即存续期在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长 1�年， 自 2018�年 9�月 11�日始至2019�年 9�月 10�

日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在延期一年内（2019�年 9�月10�日前）出售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8�年 8�月 1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相关公告。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

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及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22,906,512�股已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本

的2.81%。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等工作，并终止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02�月 27�日

证券代码：

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9-012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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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6,060,214.77 2,412,344,741.63 42.02%

营业利润 119,004,307.14 483,658,732.11 -75.39%

利润总额 125,333,627.97 482,828,761.47 -7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198,441.53 426,208,114.86 -8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1.42 -8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3.10% -10.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519,894,979.26 6,234,271,307.94 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00,454,434.42 3,476,157,561.26 -5.05%

股本 271,510,230.00 279,432,100.00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2.16 12.44 -2.25%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26,060,214.7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02%；实现营业利润119,004,307.14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75.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4,198,441.5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59%。 公司总资产7,

519,894,979.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62%；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300,454,434.42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5.05� %。

报告期内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为“云基”业务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因素为资产减值的计提，以及股权激励计划的取消，进行加速行权处理确认的股权激励

费用增加，减少了当期损益。

2、上表中项目增减幅度达30%以上的原因说明

（1）营业收入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云基”业务已有数据中心项目健康发展及新项目的拓展布局，使得该业务版块

业绩稳步增长；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①上年同期存在转让中经

云股权和分步合并控制天地祥云后原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使得上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增加约2.3亿元；②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约1.6亿元；③本期终止股权激励计划，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3号》的规定，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授

予的权益工具，应视同加速行权处理，确认剩余等待期内的股份支付费用，从而影响公司当期损益；④公司在新产品、新项

目、新市场上所需的研究开发、人才引进、市场开拓等前期费用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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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成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汤珊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汤珊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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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19-004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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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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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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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780,336.92 635,085,675.75 65.14%

营业利润 -5,996,246.48 42,293,459.01 -114.18%

利润总额 -3,109,696.98 43,265,166.20 -10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15,955.47 68,003,274.80 -4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8 -50.00%

净资产收益率 2.00% 3.95%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10,042,941.02 2,934,323,776.85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85,954,899.82 1,812,122,883.20 -1.44%

总股本 905,779,387 905,779,38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97 2.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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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2、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共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04,878.0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5.14%；实现

营业利润-599.6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14.18%； 实现利润总额-310.9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107.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9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7.18%。 其主要原因为：

（1）公司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为2017年四季度实

现部分投产，因此2018年度较同比该子公司营业收入有较大规模的增长，且其收入规模体量在合并报表

中的占比较大，带来公司合并报表主营业务收入的大幅增长。（2）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所建设

的项目为部分投产，目前生产销售的为普通型基础性产品，毛利率水平较低，产品系列有待进一步丰富

升级；且随着其项目的逐步完工，所建成的办公楼厂房等建筑物及生产线设备已于2017年度起陆续转入

固定资产，2018年度折旧摊销费用同比增加以及新产品研发投入等因素共同带来公司合并报表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大幅度的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了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减少了1.44%，

总股本未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0%至

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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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05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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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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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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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84,349.99 609,688,957.86 9.14%

营业利润 50,661,970.39 55,846,759.83 -9.28%

利润总额 52,157,763.60 60,408,867.07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61,543.71 47,097,077.24 -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0.79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7% 10.88% 降低4.1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24,210,674.54 1,149,941,121.06 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1,916,717.68 652,412,156.83 2.99%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0 8.16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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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扎实推进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各项

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运行良好。本期实现营业收入66,538.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14%，收入的增长得

益于国内零部件及整机业务的增长；受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4,496.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3%。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2,421.07万元，较年初增长6.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7,191.67万元，较年初增长2.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40元，较年初增长2.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中对 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

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至10%， 变动区间为4,474.22万元至5,180.67万

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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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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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307,637.85 1,660,232,421.50 17.65%

营业利润 18,537,043.66 32,664,824.34 -43.25%

利润总额 26,143,449.84 38,981,200.13 -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94,573.40 12,456,424.06 1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16 0.0193 1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0.54% 0.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069,717,367.72 5,586,617,460.56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44,083,756.23 2,328,485,072.35 0.67%

股 本 654,733,000.00 653,576,270.00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8 3.56 0.56%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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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总收入195,330.76万元，较上年同期166,023.24万元增加17.65%，主要系轨道

交通产业、超级电容产业销售规模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1,853.70万元，较上年同期3,266.48万元减少43.25%；利润总额2,614.34万元，较上年同

期3,898.12万元减少32.93%，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司轨道交通产业、超级电容产业发展迅速，本期销售规

模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另一方面，本期子公司股权、不动产等资产处置收益同比

大幅度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6,971.74万元，较报告期初558,661.75万元增加26.55%，主要系轨道交通

产业、超级电容产业本期销售规模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同时，为满足交货需求，备货增加使得存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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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

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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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8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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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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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杨劲松先生因伤暂时无法正常履职，待其康复后将继续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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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562,975.00 477,019,132.78 -35.73

营业利润 29,118,366.33 101,230,371.30 -71.24

利润总额 29,739,494.02 101,943,010.96 -7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14,638.18 87,403,124.35 -6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1 0.4370 -6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7.49% 下降4.74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85,124,102.88 1,521,170,331.83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1,015,606.61 1,205,200,967.6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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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6.03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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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56.30万元，较上年下降35.73%；营业利润2,911.84万元，较上

年下降71.24%；利润总额2,973.95万元，较上年下降7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41.46万

元，较上年下降61.77%。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由于客户订单减少、销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营

业收入下降；（2）部分子公司业绩亏损。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8,512.41万元，较当年年初下降2.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122,101.56万元，较当年年初上升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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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测的业

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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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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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3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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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629,891.69 401,862,745.72 3.67%

营业利润 18,772,846.27 18,575,150.24 1.06%

利润总额 17,028,251.95 17,316,092.14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91,854.19 9,277,417.10 5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1.08% 0.6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74,649,985.17 970,136,579.14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76,357,699.74 861,195,491.93 1.76%

股 本 340,000,000.00 200,00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8 4.31 -40.14%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2、公司于2018年6月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配（其中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按上述股本变动情况重新列报了2017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经营业绩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合并营业收入41,662.99万元，较上年增长3.67%，其中合并

主营业务收入35,122.95万元，较上年增长12.17%；全年实现营业利润1,877.28万元，较上年增长1.06%；

利润总额为1,702.83万元，较上年减少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59.19万元，较上年增

长57.2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较多，主要原因是煤炭行业形势持续良好，同

时公司加大营销力度，销售业绩同比增长；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是本报告期安全生

产费增加，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且2018年度公司持续加大研发力度，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加；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是递延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所致。

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07,465.00万元，比期初增长10.7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7,635.77万元， 比期初增长1.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58元，比期初减少40.14%，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实施了2017年年度权益分配（其中以资本公积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股本变化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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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