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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提示性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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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及2017年8月28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并委托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资管” ）设立“海通资管-新宝股份1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进行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2日及2017

年8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7号：员工持

股计划》及《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19年8月28日届满，现将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情况

2017年9月2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大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

毕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45号）。截止2017年9月2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人海通

资管通过定向大宗交易（定向购买香港东菱持有的公司股份）买入的方式完

成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购买， 购买均价为12.69元/股 （保留两位小

数），购买总数量为1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 购买总金额为人

民币171,367,500.00元。至此，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购买已全部实施

完毕。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公

司总股本813,437,768股为基数， 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

元（含税），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8年6月12日，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获得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

币4,050,000.00元（含税），持股数量未发生变更。

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11,964,883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公司总股本由813,437,768股减少

至801,472,885股，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变更为

1.68%，持股数量未发生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码：

2019-004号。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公

司股份2,295,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

“海通资管-新宝股份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剩余11,

204,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均未出现用于抵押、质

押、担保、偿还债务等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 未出现持有人合并持有份额超过公司股本总额10%以上

以及任一持有人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所对应的公司股票数量超过公司股

本总额1%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 未出现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之外的第三人对员工持

股计划的股票和资金提出权利主张的情形。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安排

1、根据《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相

关规定， “海通资管-新宝股份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将根据员工持股计划

的安排和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卖出股票。

2、在下列期间不得卖出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公告日前30日至最终公告日；

（2）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

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4）其他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

管部门所规定不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终止、延长和变更

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不超过24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算（2017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28日）。 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时自行终止。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机构在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内出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并持有的公司股票。 若当期员

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 且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依照本计划规

定清算、分配完毕的，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即可终止。

3、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未全部出售所持有的股票的，则在员

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两个月， 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并由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但单次延长期限不超过六个月，延长

次数最多不超过两次。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不展期的，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

对员工持股计划资产进行清算，在存续期届满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在

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按照持有人所持份额进行分配。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须经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后，并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6、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目前不存在转让给个人的安排。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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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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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审批情况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同意使用不超过18,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

等，并授权经营管理层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的12个月内，可循环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9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18年12月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收益凭证的议案》，并经公司2018年12月25日

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现金管理额度购买

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收益凭证，并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

二、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2日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花旗银行深圳分行购买了900万元的

七天通知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12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该笔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公司收回本金900万元，收到现金管理收

益10,871.98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如下：

币种：人民币

受托人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 终止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委托人

名称

花旗银行

深圳分行

否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机构客户理财计划—银行

可终止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型

900

万元

2019.02.26 2019.04.27 2.49% 公司

(二)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已经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 本次现金管理的额度在审批额度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分析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结构客户理财计划-银行可终止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属于保

本浮动收益型，本产品有投资风险，只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不保证理财收益。 最不利投资情

形为若花旗银行交易日当日根据本申请书终止产品，将仅获得投资本金。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的商业银行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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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本次现金管理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的

商业银行保本型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以及募集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进

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情况，且能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

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情况（包含本

次）

币种：人民币

受托人名称

关联

关系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起始日 终止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委托人

名称

工商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

否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

(定向)2017年第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500

万元

2018.12.05 2019.03.06 3.35% 铭庆电子

建设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

否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

享”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2018年第239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00

万元

2018.12.06 2019.03.07 3.34% 公司

建设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

否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众

享”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

品2019年第13期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200

万元

2019.01.24 2019.04.24 3.00% 公司

工商银行东

莞石排支行

否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随心

E” 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800

万元

2019.01.24 2019.04.25 3.35% 铭庆电子

花旗银行

深圳分行

否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机构客户理财计划—银行

可终止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保本型

900

万元

2019.02.26 2019.04.27 2.49% 公司

五、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赎回相关凭证；

2、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机构客户理财计划—银行可终止式人民币理财产品认购

申请书及交易凭证。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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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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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通知，于2019年2

月24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传真表决的方式：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

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

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就原补充协议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

000510

编号：临

2019-11

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同新

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

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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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况概述

1.�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入股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公司和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共同对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并通过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实施新疆哈密

100MWH钛酸锂储能调频电站项目。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认缴5000万元，由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增

资实施完成后，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2.4亿元， 其中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8亿元,占75%的股权，公司增资入股6000万元，占25%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2.2018年公司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

技有限公司就原协议书的继续履行和项目发展建设事宜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补充协议一” ），对原协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内容为：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

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并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

电量，并于2019年2月28日前取得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的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

公告）。

3.目前，哈密市人民政府已就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的请示报告上呈新疆自治区人民政

府，因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哈密市人民政府正在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等客观原因，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

目风电场发电量有效批复下达时间可能推迟，鉴于此，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近

日，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二，就上述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4.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

项已经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二、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已于2018年5月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乙方拟通过增资丙方的方式在新疆共同投

资建设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后甲乙丙三方于2018年11月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对原

协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2.经甲方和丙方积极协调，哈密市人民政府已就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的请示报告上呈

了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 经哈密市发改委与自治区发改委沟通达成的支持该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及实

施方案正在审批办理中，目前新疆自治区发改委正在落实拟定对哈密市发改委的批复文件，待哈密市发

改委收到新疆自治区发改委的批复后即可向丙方下达相应的批复。 因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哈密市人

民政府正在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等客观原因， 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的有效批复具体下达

时间可能推迟到2019年3月底，且将由哈密市发改委直接向丙方下达批复。

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各方根据补充协议一相关约定和目前最新情况，协商签署本补充协议二，以

资共同遵守。

一、各方同意将补充协议一第四条第（5）项中的截止时间由2019年2月28日暂调为2019年3月31

日，其他内容不变。 其他在后履行期限相应顺延。

二、本补充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丙方各执一份，乙方执两份，经三方代表签字和公司盖章，并经乙方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决议

2.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签署

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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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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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 该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3月5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即 2019�年2月26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

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刘建军 85853138 29.71%

2 湖南兴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8287543 20.17%

3 扶绥君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340000 6.00%

4 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 12145548 4.20%

5 包李林 10482752 3.63%

6 徐丹娣 9027199 3.12%

7 蒋蓉 8553727 2.96%

8 张军 2528631 0.87%

9 李灯美 1592985 0.55%

10 李跃进 1052997 0.36%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流通股

份比例

1 扶绥君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606000 12.52%

2 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 12145548 9.75%

3 蒋蓉 8553727 6.86%

4 包李林 2620688 2.10%

5 徐丹娣 2256800 1.81%

6 李跃进 1052997 0.84%

7 彭亮 820000 0.66%

8 张军 632158 0.51%

9 龚再纯 620911 0.50%

10 民生通惠资产－工商银行－民生通惠通汇6号资产管理产品 600000 0.48%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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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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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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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9,513,927.26 3,301,935,061.73 9.01

营业利润 292,293,707.33 244,715,614.35 19.44

利润总额 296,251,431.13 246,564,480.94 2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442,037.76 191,353,000.36 15.20

基本每股收益 0.76 0.71 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6% 12.01% -1.0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53,163,578.46 2,645,117,721.40 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00,919,765.60 1,920,045,397.84 9.42

股本（股） 289,000,000.00 170,00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27 11.29 -35.61

注：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报告期内， 公司实施完成了包含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公司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9,951.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757.89万元，增加9.01%。收

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包装油销售收入及大豆压榨规模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9,229.3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757.81万元，增加19.44%；实

现利润总额29,625.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968.70万元，增加20.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2,044.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20%。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收入的增加与原厂区土

地收储及资产处置收益。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变化不大。

（2）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28,900万股，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7.27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减少35.61%。上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18�年 5�月 16�日召开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8年6月8日公司

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共计转增11,900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至5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1,048.83万元至28,702.95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中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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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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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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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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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965,345.78 1,517,230,070.94 9.08

营业利润 -840,161,406.68 113,322,825.54 -841.39

利润总额 -611,400,913.65 117,639,361.74 -6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041,052.16 112,463,308.97 -573.97

基本每股收益 -1.43 0.30 -57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1% 5.96% -38.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369,344,654.42 3,359,175,606.50 -2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56,061,562.34 1,926,377,044.67 -29.61

股本（股） 372,608,054.00 372,608,054.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64 5.17 -29.59

注：以上数据如非特别说明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5,496.5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08%；营业利润为-84,016.14万

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41.39%；利润总额-61,140.09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1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3,304.11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573.97%； 基本每股收益-1.43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576.67%。

其中，幸福蓝海集团【不含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笛女传媒” ）】经营性业

务实现净利润7,834.50万元。 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电视剧业务

幸福蓝海本级电视剧业务保持稳步前行，实现销售的项目有《香蜜沉沉烬如霜》、《繁星四月》、《中

国式关系》、《猎毒人》、《爱情的边疆》、《我们的四十年》、《黄土高天》等；开机项目有《江河水》、《裸

养》、《我要和你在一起》、《伞兵魂》、《邓丽君》、《国宝奇旅》等。

公司在影视创作上的品质追求也得到了业内广泛认可。 2018年，《海棠依旧》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

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最佳导演奖” ，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奖” 、“最佳导演奖” ；

《最后一张签证》、《雪域雄鹰》、《长征大会师》获得第31届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 ；《春

天里》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 。

2、电影全产业链业务

（1）电影制作、发行业务

公司作为联合出品方的电影《无问西东》已于2018年1月12日上映，实现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累

计实现票房7.54亿元；参与投资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已于2018年春节档上映，票房超过7.2亿元；参投

的刁亦男导演新作《南方车站的聚会》已经杀青，由胡歌、桂纶镁、廖凡、万茜主演；参投的由田羽生监制

/导演，彭昱畅、魏大勋、王大陆主演的电影《伟大的愿望》已拍摄完成，正在后期制作中。

（2）院线发行、影城放映业务

2018年，幸福蓝海院线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新拓展加盟影城突破50家，截至12月31日院线旗下影

城累计309家，全年票房累计实现19.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15%，高于全国票房增长速度，票房排名

继续保持全国前十、江苏省第一。

2018年公司继续推进自有影城终端布局，全年投资并开业影城5家，45张银幕，分别位于南京、济南、

绍兴、成都等票房城市，截至12月31日，累计投资并开业影城77家，累计签约127个项目，964张银幕，分

布在全国19个省、直辖市。在影城拓展的同时，公司继续打造高质量的“幸福蓝海国际影城”连锁影院品

牌，在整个行业单影城票房产出下降的情况下，挖潜增效，积极发掘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6,934.47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9.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135,606.1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64元，较去年同期下

降29.59%。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

1、公司近期在督促笛女传媒清理追讨应收款项时，发现其应收款项有不实现象，鉴于公司目前掌握

的相关材料，当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38,749.23万元。

2、公司因收购笛女传媒产生的48,211.69万元商誉，鉴于笛女传媒经营现状和未来预期，评估机构

对其初步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得出笛女传媒商誉涉及的资产组现金流量现值为负数，应全额计提减值。

3、鉴于笛女传媒管理层股东已书面确认无法完成《关于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预期，所以公司不需支付3名管理层股东剩余23,459.25万元交易对价款，公司

财务部门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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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预测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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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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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5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19

—

012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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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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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7,275,935.20 2,464,507,844.99 22.83%

营业利润 115,092,573.01 84,387,465.35 36.39%

利润总额 122,021,964.76 122,181,824.63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941,028.71 104,574,607.14 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2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6% 10.66% -2.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35,203,508.82 2,611,002,290.95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341,298,964.73 1,324,807,287.42 1.24%

股本 516,977,142.00 516,977,14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9 2.56 1.1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027,275,935.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83%，主要原因是公司产

品销售总量增加，主要产品价格上涨。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115,092,573.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39%，主要原因是营业总收入增

加，公司产品毛利增加。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利润总额122,021,964.7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13%，主要原因是公司2017年收

到政府下发的江阴公司化工产品生产装置关停补贴款 3,005.17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30%，变动区间为10,457.46万元至13,594.7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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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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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3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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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233,452.50 976,867,819.17 2.29%

营业利润 -124,084,315.89 70,403,780.72 -276.25%

利润总额 -124,606,306.41 70,189,744.13 -27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4,848,754.14 53,583,296.30 -27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11 -2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2.58% -7.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383,328,507.46 3,681,090,292.13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005,041,182.26 2,105,614,424.61 -4.78%

股 本 472,441,974.00 476,582,556.00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24 4.42 -4.07%

注：上述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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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总收入增长2.29%，营业利润下降276.25%，利润总额下降277.5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277.01%， 基本每股收益下降2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7.22%。 期末总资产较期初下降8.09%，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下降4.78%，期末

股本较期初下降0.87%，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下降4.07%。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变动较大的原因是

本报告期PCCP业务执行订单较少，受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影响，利润率较低；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

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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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预计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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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9-006

安徽鸿路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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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9,480,268.42 5,032,855,202.52 56.56%

营业利润 332,844,202.45 156,105,232.93 113.22%

利润总额 538,243,394.03 282,393,745.70 9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016,180.75 209,513,276.95 9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60 3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5.33% 4.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479,848,067.76 8,526,818,060.95 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22,381,545.51 4,030,059,848.39 9.73%

股本 523,718,853 349,145,902 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4 11.54 -26.8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56.56%、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113.22%、利润总额较

上年同期增长9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98.09%，公司经营业绩上升的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1、新建生产基地产能及效益的逐步释放；2、钢结构装配式建筑EPC总承包业务得到

稳健的发展；3、收到的政府产业奖励资金较多。

2、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2018年度，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10,479,848,067.76元， 较期初增长

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422,381,545.51元， 较期初增长9.73%； 股本为523,

718,853.00元，较期初增长5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8.44元，较期初减少26.86%。股

本增加和每股净资产减少主要是本年度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

存在差异，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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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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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9-003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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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山东

矿机，股票代码：002526）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2月2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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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资产购买、控股股东变更、重大合同等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

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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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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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2019年2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山东矿机2018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

2019-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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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没有需要补充更正的情形，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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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