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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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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16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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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人民币3,913.03万元。

1、固定资产减值概述

为公允反映公司各项资产的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报告期末

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资产的可变现净

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计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年末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因技术进步被淘汰老旧固

定资产提取资产减值，根据市场相关废旧物资回收价格及相关处置费用估算可回收金额

为65.88万元，2018年度需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913.03万元。

2、固定资产减值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金额 可回收金额 应计提减值金额

1 华新项目EOP 1,921.86 12.08 1,909.78

2 明锐&凌渡项目手工线闲置设备 820.27 8.09 812.18

3 华卫Fabia项目EOP 500.06 1.04 499.02

4 New�Lavida�FL手改自项目 329.28 7.17 322.11

5 253分总成手动线 407.44 37.50 369.95

合计 3,978.92 65.88 3,913.03

本次固定资产减值主要系公司技术升级、自动化程度增加、客户需求的变化，原先手

工线为主的设备和技术已淘汰，为了更好的反应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对部分生产

设备固定资产进行相关处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3,913.03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会计审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

产减值》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真实、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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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将不会影响2018年度业绩预期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后，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符合公司于

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号）中的业绩范围。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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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16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

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

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 《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

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3,913.03万元。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会计审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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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

11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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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2月2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维欣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

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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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公司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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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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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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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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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2,819,054.33 3,948,396,180.13 3.40%

营业利润 227,556,993.30 221,123,129.35 2.91%

利润总额 225,961,584.07 224,786,058.21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02,568.90 92,060,929.16 8.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3.90% 0.2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933,346,110.62 3,995,884,862.26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79,749,189.11 2,399,326,916.68 3.35%

股本 448,100,000.00 448,1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3 5.35 3.3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同心，面对着复杂的市场局面，开拓进取，实现营业总收入408,

281.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0%；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2,75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2,596.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2%；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2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4%；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

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好于同期。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393,334.61万元，较期初减少1.57%；报告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7,974.92万元，较期初增长3.35%；主要系经

营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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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增长：0%—2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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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郑伟强先生、会计机构负

责人赵海燕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77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5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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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

于2019年02月27日上午10:3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

已于2019年02月18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5人，实

际参加表决的董事5人。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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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资产负债表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认为公司坏账准备、存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应收账款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

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

为28,879,876.94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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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出具了合理性说明，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

立意见，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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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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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

年02月27日上午10:00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

及相关资料已于2019年02月18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梁晓芹女士主持，公司监事3人，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龚穗娟女士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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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该项议案的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关于2018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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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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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02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六次（通讯）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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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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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资产负债表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认为公司坏账准备、存货、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应收账款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可能

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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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28,879,876.94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金额 转销金额 计提金额 期末金额

占2017年度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比例

（%）

坏账准备

22,542,

590.15

4,020,059.40

-3,633,

012.61

14,889,

518.14

-26.39%

存货跌价准备 8,620,237.16 3,551,823.11 6,597,506.48 11,665,920.53 47.92%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262,

341.17

5,908,165.13

11,594,

372.73

20,948,548.77 84.22%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447,698.11 0.00

10,280,

811.58

11,728,509.69 74.68%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8,156,002.76 1,210,633.55 4,040,198.76 10,985,567.97 29.35%

合计 56,028,869.35

14,690,

681.19

28,879,876.94

70,218,

065.10

209.78%

3、公司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以及第六

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就此作出了合理性的说明。

二、 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8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

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均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根

据有关规定，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如下：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221,473,089.37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00,524,540.6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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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综合考虑资产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按照

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 按恰当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

以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元） 11,594,372.73

计提原因

ATM合作运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在资产负债日公司

对该部分ATM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按照ATM固定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

2、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元） 74,736,558.79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3,008,049.1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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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综合考虑资产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按照

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 按恰当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

以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元） 10,280,811.58

计提原因

部分软件产品已更新换代或使用效率较低， 在资产负

债日公司对该部分软件产品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软件

产品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8,879,876.94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28,879,876.94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

28,879,876.94元。 但并不影响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作出的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范围。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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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

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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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

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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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

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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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项议案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16

证券简称：旷达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3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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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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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9,184,759.39 2,317,169,347.11 -23.65%

营业利润 293,651,745.37 509,759,036.67 -42.39%

利润总额 290,315,032.10 485,246,239.62 -4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216,829.95 384,749,036.18 -3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39 0.2550 -39.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6% 10.10% -4.3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342,793,996.69 4,923,975,552.01 -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790,657,056.45 4,060,437,584.04 -6.64%

股 本 1,502,392,852.00 1,502,392,85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52 2.70 -6.6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918.4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3.65%；营业利润为29,365.17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42.39%；利润总额为29,031.5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0.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3,121.6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9.90%；基本每股收益为0.1539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9.65%。 主

要原因为：

（1）2017年底公司出售部分光伏电站运营资产， 导致公司2018年光伏发电业务并表范围减少，收

入和利润贡献同比减少。

（2）2018年国内汽车市场出现自1990年来的首次产销量同比下降，受下游汽车主机厂需求变化影

响，公司汽车内饰件业务收入和利润贡献同比下降。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34,279.40万元，比期初减少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

379,065.71万元，比期初减少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2元，比期初减少6.67%。主

要原因为：

（1）为回报公司股东，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分红派现44,905.11万元（含税）。

（2）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26,897,

7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9%，合计支付总金额8,608.73万元(不含手续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3,084.94万元至34,627.4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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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9-007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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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1,432,042.67 1,608,657,526.56 26.28%

营业利润 -4,846,543.08 -10,362,224.57 53.23%

利润总额 6,487,821.11 10,369,686.99 -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1,952.96 7,423,457.25 1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64 0.0150 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0.56%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91,091,936.98 1,667,980,943.02 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1,218,523.07 1,326,992,570.11 0.32%

股本 502,000,000.00 50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5 2.64 0.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143.20万元， 较去年同期160,865.75万元增长

26.28%；实现营业利润-484.65万元，较去年同期-1,036.22万元,增长53.23%，系本报告

期冷却肉及冷冻肉销售收入增长所致；利润总额为648.78万元，较去年同期1,036.97万元

下降3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24.20万元，较去年同期742.35万元增长

11.03%。

本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179,109.19万元， 较本报告期初166,798.09万元增长

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3,121.85万元，较本报告期初132,699.26

万元增长0.3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2018年10月2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所披露2018-046号《得利斯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

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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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

002736

编号：

2019-00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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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003,118.82 1,192,361.02 -15.87

营业利润 420,693.78 612,155.52 -31.28

利润总额 430,813.16 600,131.97 -2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2,334.11 457,477.76 -25.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52 -2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6% 9.53% 下降2.87个百分点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181,300.13 19,963,796.72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246,423.55 5,208,066.37 0.74

股本 820,000.00 82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6.40 6.35 0.79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8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证券市场震荡下行， 年末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分别较年初下降24.59%和

34.42%，全年市场交易量同比下降17.85%。 受此市场环境影响，2018年公司经纪及财富管

理、投资银行业务等主要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31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15.8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3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5.17%。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118.13亿元，较年初增加6.1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24.64亿元，较年初增加0.74%，主要系2018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增加、派

发现金分红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三、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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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778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

2019-008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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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8,892.26 57,457.54 19.90%

营业利润 2,007.00 3,483.27 -42.38%

利润总额 1,988.93 3,472.25 -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79 3,067.04 -3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34 -3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5.02% -2.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7,347.92 73,417.88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3,128.28 61,872.25 2.03%

股 本 8,910.95 8,910.9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7.08 6.94 2.0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断拓展产品市场，积极开发优质新客户的同

时，扩大老客户的市场占有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8，892.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9%；

2、 公司收入有所增长， 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指标较上年同期下降

38.7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本年四季度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致公司与原油、成品油价格紧密相关的变压

器油价格下跌，影响了利润的实现；

（2）、由于年末基础油价格持续下跌，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销售增长应收账款增

加，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利润的实现；

（3）、由于业务的扩大，期间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加影响了利润的实现。

3、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

别增长5.35%、2.03%、2.02%,与上年基本持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9年1月28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为

2019-003）， 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45%至

-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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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7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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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122,120.21 1,827,986,378.03 6.52%

营业利润 91,692,238.66 147,527,859.07 -37.85%

利润总额 92,037,950.93 149,326,225.34 -3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1,382,897.36 124,436,018.66 -3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1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4 4.41 下降0.17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88,322,140.65 3,173,983,231.26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828,779,704.68 1,930,645,564.75 -5.28%

股 本 837,574,116.00 862,595,596.0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18 2.24 -2.68%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1、经营状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实现营业总收入194,712.21万元，较上年同期

上升6.52%；营业利润9,169.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138.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0%。 盈利下降主要系公司化工新材料板块

受聚酯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聚酯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338,832.2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82,877.97万元，资产负债率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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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

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㈠、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昌国

先生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㈡、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

2019-018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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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553,350,442.90 8,211,546,958.79 -8.02%

营业利润 753,172,450.86 1,471,075,571.97 -48.80%

利润总额 765,829,718.42 1,491,090,975.88 -4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7,184,449.17 1,003,883,544.29 -5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49 -5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21.85% -13.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233,636,583.63 13,633,494,506.97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36,775,251.20 5,068,442,723.78 5.29%

股本 2,042,970,972.00 2,043,978,097.00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1 2.48 5.2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553,350,442.90元，同比下降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47,184,449.17元，同比下降了55.45%，基本每股收益为0.22元，同比下降55.10%。

2018年度公司交易服务业务的结算进度受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 结算确认的收入同比下降， 影响当期利

润；同时，公司资产运营业务持续投入，致使2018年度资产运营业务的前期运营账面亏损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1）公司2018年度财务状况平稳良好，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233,636,583.63元，较期初减少了

2.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336,775,251.20元，较期初增长了5.29%。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总额2,042,970,972.00元，较期初减少了0.05%，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及第二个解锁期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了股本

1,007,125.00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公告《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幅度为：40%～6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55.45%，符合前次的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和提示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劲松、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朱敏、会计机构负责人童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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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希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01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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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278,709.12 501,139,716.54 8.81

营业利润 87,412,995.63 85,217,270.81 2.58

利润总额 87,748,497.24 87,375,812.58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245,608.46 74,092,782.60 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54 0.1451 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5.58% -0.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27,252,884.29 2,349,825,160.17 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41,755,270.10 1,359,148,202.64 6.08

股本 510,657,000.00 510,657,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82 2.66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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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2018年，国内经济形势依旧不容乐观，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受国际宏观经济环境不利

因素影响，公司产品出口也面临一定困难和压力；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药品政策多变，

市场竞争激烈；随着公司出城入园整体搬迁至兰州新区，原生产场地停产，新厂区产能陆续

释放，公司运营成本整体增加。 面对一系列不利因素，公司董事会积极应对，不断强化市场

建设，优化市场布局及产品结构，理顺和拓展销售渠道，积极参与基药招标，加大医院市场

开发力度，奋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积极挖潜增效，不断进行技术改造、设备升级，提高劳动

生产率，加强资金管理，强化质量控制，加快科研开发；渭源天然药物产业园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52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1%，主要是因为公司

积极拓展优化销售渠道，加大销售力度使收入增加；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

424.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21%，主要是公司加大市场投入，同时因搬迁导致整体运营

成本增加。

截止2018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252,725.29万元，较年初增长7.55%，总

负债为108,549.76万元， 较年初增长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4,

175.53万元，较年初增长6.0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0%～50%，变动区间为7,409.28万元至11,113.92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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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13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

2019-01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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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81,861,141.41 1,850,640,889.79 -19.93%

营业利润 -910,565,131.89 76,654,112.66 -1287.89%

利润总额 -903,994,334.11 56,278,847.89 -170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63,413,715.53 35,446,784.19 -253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54 0.10 -26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0% 1.39% -42.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25,500,712.13 4,032,403,531.87 -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668,641,537.17 2,533,185,235.40 -34.13%

股本 340,086,278.00 340,086,2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91 7.45 -34.1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9.93%，主要原因为：（1）公司本部受环保

整改停产影响，产销量下降；（2）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所处医药行业整

体营商环境、医药政策和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较大；各地价格联动、二次议价、国家药品谈

判、进口抗癌药零关税的落地以及各地的医保招标政策的出台等，导致主要产品中标价格

下降和销量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1）公司计提

商誉、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等资产减值损失；（2）公司本部因环保停产整改，产生停产损

失，环保治理费用投入增加，经营业绩亏损；（3）方舟制药受医药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等

不利因素影响，经营业绩下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较去年同期下降12.57%及34.13%，主要原因为公司

本期业绩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9年 1月 31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号：

2019-008）： 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60,000万元到90,000

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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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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