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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9-01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抵押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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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情况概述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5日、5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申请融资综合授信的议案》，同意公

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关于公司2018年申请融资综合授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根据以上授信额度安排，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4亿元，并在此额度内办理贷款，授信期限1年，贷款利率将按当

期市场利率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75）。

近期，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办理了1.7亿元的资产抵押贷款，以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盾公司” ）位于长沙县泉塘街道办事处东六线与漓湘路交汇处东北角华天LOHO小镇

酒店综合楼幢26套房产进行抵押，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贷款利率为当期市场利率。

二、抵押资产情况

本次贷款授信以华盾公司位于长沙县泉塘街道办事处东六线与漓湘路交汇处东北角华天LOHO小

镇酒店综合楼幢26套房产进行抵押，该房屋总建筑面积27095.2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283.37平方

米，该部分资产账面原值为1.51亿元，账面净值1.25亿元，评估价值2.66亿元，用于抵押贷款金额上限1.7

亿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楼层/总

楼层

房屋所有权证 国有土地使用证

建筑面积

（㎡）

1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13号 长国用（2012）第30601 2105.81

2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44号 长国用（2012）第30602 2172.78

3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72号 长国用（2012）第30603 2398.15

4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88号 长国用（2012）第30604 2398.15

5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89号 长国用（2012）第30605 1936.04

6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202号 长国用（2012）第30606 714.1

7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215号 长国用（2012）第30607 714.1

8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228号 长国用（2012）第30608 714.1

9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241号 长国用（2012）第30609 797.81

10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17号 长国用（2012）第30610 797.81

11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30号 长国用（2012）第30611 797.81

12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43号 长国用（2012）第30612 797.81

13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56号 长国用（2012）第30613 797.81

14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69号 长国用（2012）第30614 797.81

15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82号 长国用（2012）第30615 797.81

16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2995号 长国用（2012）第30616 797.81

17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08号 长国用（2012）第30617 797.81

18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21号 长国用（2012）第30618 797.81

19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34号 长国用（2012）第30619 797.81

20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48号 长国用（2012）第30620 797.81

21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61号 长国用（2012）第30621 797.81

22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74号 长国用（2012）第30622 714.1

23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087号 长国用（2012）第30623 714.1

24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00号 长国用（2012）第30624 714.1

25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13号 长国用（2012）第30625 714.1

26 长房权证星字第712013126号 长国用（2012）第30626 714.1

合计 27095.26

华天LOHO小镇酒店综合楼为华盾公司于2010年1月自行建造的资产，该资产主要为公司酒店经营

使用。

三、抵押标的所有权人基本情况

抵押标的所有权人：长沙华盾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12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华天大酒店703

法定代表人：邓永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品）、服饰的销售；房

地产开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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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华盾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192,735.86万元，负债总额168,

627.11万元，净资产24,108.75万元，营业收入4,441.12万元，净利润-2,587.68万元。

截至2018年9月30日，华盾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91,084.14万元，负债总额185,248.06万元，净

资产5,836.08万元，营业收入2,532.87万元，净利润-272.67万元。

华盾公司目前没有需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此次贷款授信抵押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存在其他抵押

等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568

证券简称：星源材质 公告编号

:2019-011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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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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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488,813.42 521,348,367.99 11.92

营业利润 121,564,034.58 113,252,557.95 7.34

利润总额 246,438,660.94 110,054,503.28 1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0,145,274.26 106,791,732.56 106.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5 0.56 10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8% 8.62% 6.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67,473,407.69 2,373,592,394.22 5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525,402,307.29 1,267,390,870.79 20.36

股 本 192,001,518.00 19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7.94 6.60 20.30

说明：（1）本表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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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总收入58,348.8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1.92%； 营业利润12,

156.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4%；利润总额24,643.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014.5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6.14%。 业绩变动主要原

因为：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第三代高性能动力锂离子电池隔

膜生产线扩建项目”干法隔膜产能进一步扩大，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简称“合肥星源” ）湿法隔膜产能逐步释放，使得公司2018年度干、湿法隔膜产

品累计销售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从而使得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 然而因合

肥星源两条湿法隔膜产线处于产能爬坡阶段，产能未全部释放，规模效应未能充分显现，导

致合肥星源的单位生产成本较高，加之隔膜产品价格下降以及公司常州基地尚处于建设期

产生相关费用等因素，从而对公司2018年度整体业绩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

（2）2018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1.15亿元，主要为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等。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56,747.34万元，比期初增加50.30%，主要系在建工程增加，因

本报告期建设常州基地所致；股本总数192,001,518股，比期初增加1,518股；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52,540.23万元，比期初增加20.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7.94元，比期初增加20.3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等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080.46万元-21,051.59万元。 2018年12月19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出具的《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广会审字[2018]G18000360018号），根据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盈利预测报告，预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484.51万元，同比增长91.82%。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上述披露的业绩预计存在差异但不存在重大差

异，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星源” ）

于2018年12月25日收到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财政局产业扶持奖励资金2,500万元人民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上述补贴资金2,500万元人民币为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2018年度损益，预计增加2018年度税前利润（未经审计）2,500万

元人民币。 相关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

板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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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

果为准，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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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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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316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9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缙云

诚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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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缙云诚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缙云诚邦” ）

●担保金额：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诚邦股份” ）作为缙云

诚邦的控股股东，拟为缙云诚邦申请人民币7,3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担保人民币4,50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缙云诚邦因经营需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行（以

下简称“建行缙云支行” ）申请固定资产贷款金额为人民币7,300万元。

借款主要条件如下：

1、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行

2、借款规模：人民币7,300万元；

3、借款期限：玖拾柒个月；

4、借款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起息日起至本合同项

下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每12个月根据利率调整日当日的基准利率调整一次；

5、计息、结息方式：按季结息，结息日固定为每季末月的第20日。

公司为本次贷款业务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公司拟为缙云诚邦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按照相关程序签署相关保证合同。 本

次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缙云诚邦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二）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三）住所：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五云街道蓬莱路425号

（四）法定代表人：方国土

（五）注册资本：人民币2,100万元

（六）经营范围：工程建设项目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程

施工以及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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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与本公司的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八）被担保人的财务情况：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5,737.01万元，净资产为2,

100.00万元，2018年净利润为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人：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缙云支行

（二）担保方式:全额本息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三）担保范围:缙云诚邦与建行缙云支行发生《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约定的相关业务

的主债务，担保范围为前述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

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四）担保期限: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

四、董事会意见

此次担保是为满足缙云诚邦经营过程资金需要。 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可

以及时掌控缙云诚邦的资信状况，对其担保的风险可控，且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

况，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担保义务实际发生后，本年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11,800万元，本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为11,800万元（其中对丽水诚邦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4,500万元，对缙云诚邦担

保金额为7,300万元），占经审计的2018年三季末净资产的比例为14.25%。 无逾期担保，无

涉及诉讼的担保，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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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960,126.51 287,030,495.05 11.12

营业利润 47,253,866.07 25,109,805.62 88.19

利润总额 45,791,694.04 24,527,125.02 8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903,632.38 21,414,430.62 7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05 0.0229 76.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1.90% 1.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282,983,321.80 1,224,825,807.5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64,178,304.55 1,135,630,928.17 2.51

股本 935,625,600.00 935,625,6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24 1.21 2.48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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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企业发展战略，贯彻落实“创新与发展” 规划，积极应对经济

和行业环境的新形势，改变思维习惯，突破思维定势，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资源配置，稳步推

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全力以赴实现生产经营目标。 同时本报告期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同

比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896.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2%；营业利润4,

725.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19� %；利润总额4,579.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7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90.3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00%。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8,298.33万元，较

期初增长4.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6,417.83万元，较期初增长2.51%。

3、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的说明

（1）营业利润同比增长88.19%，主要是前期的营销改革以及市场投入取得成效，销量

稳步提升以及本期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产品销售价格，提高产品毛利率，并积极整合资源，

盘活资产，将部分厂房对外出租，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入。

（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86.70%，主要是本报告期销售收入稳步增长，产品毛利率上

升，同时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77.00%， 主要是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86.70%，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增加。

（4）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76.86%，主要是本期实现的净利润同比上升77.0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8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5%至90%之间（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9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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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不存在差

异。

四、其他说明

由于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已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 公司报告期内严格按照政府

部门相关要求，按时保质提交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资料，力争顺利完成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工

作。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2018年11月28日发布的《关于公示广东省2018年第一批拟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公司在广东省2018年第一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该通知的公示期已经结束，但公司尚未收到相关主管部门的批文，公

司在计算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时暂按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15%计提，最终是否享受企业

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以相关主管部门审批备案为准，具有不确定性因素，若公司最终未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复审，公司将按25%的企业所得税调整2018年度净利润，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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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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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矿 公告编号：

2019-014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暨司法拍卖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司法拍卖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资产扣除法院执行费用所得资金合计940.7万元，

存放于公司专用资金账户，用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公司将根据利润承诺股份补偿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后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山东地矿” ）于近日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

院” ）邮寄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18]鲁执恢17号之一），对公司申请司法拍卖山东华源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山东华源” ）相关资产事项作出裁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公司2012年度重大资产重组发行对象中的山东华源、北京宝德瑞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地

利投资有限公司、褚志邦未按时履行2014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公司已代表有受偿权的股东向山东省

高院提起诉讼，相关诉讼已胜诉。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向山东省高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山东省高院

已受理。执行过程中，本案符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条件，山东省高院于2018年7月11日依法裁定本案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至今在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 和《中国证券报》 发布的 《重大诉讼公告》 及相关进展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40、2015-046、2015-064、2016-017、2017-004、2017-042、2017-076、2017-096、

2018-003、2018-044、2018-058、2018-089、2018-099）。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恢复

2014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强制执行及签署同意司法拍卖协议书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及司法拍卖相关事宜的议案》，因被执行人山东华源已不持

有公司股份，公司与山东华源达成协议，申请本案恢复执行并依法拍卖山东华源持有的亨煤（菏泽）煤

化有限公司（“亨煤煤化” ）29.009%股权、新疆兴陶大北矿业有限公司（“大北矿业” ）1.96%股权及其

自有的奥迪轿车1辆。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公告编号：2018-138）及《关于申请恢复2014年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强制执行及签署同意司

法拍卖协议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39）。

2018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恢复2014年度利

润承诺股份补偿强制执行及签署同意司法拍卖协议书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全权办理本次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及司法拍卖相关事宜的议案》，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146）。

二、诉讼进展及裁定情况

公司本次收到山东省高院《执行裁定书》（[2018]鲁执恢17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由于申请执行人山东地矿与被执行人山东华源达成协议， 申请本案恢复执行并依法拍卖山东华源

持有的亨煤煤化29.009%的股权、 持有的大北矿业1.96%的股权及其自有的奥迪轿车1辆 （车牌号：鲁

JNG036，发动机号：274328）。 经查，本院于2017年7月31日裁定冻结了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亨煤煤

化29.01%的股权及孳息；冻结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大北矿业1.96%的股权及孳息，冻结期限三年。 本

院认为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 遂裁定：一、本案恢复执行；二、拍卖被

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亨煤煤化29.009%的股权；三、拍卖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大北矿业1.96%的股权；

四、拍卖被执行人山东华源名下奥迪轿车1辆（车牌号：鲁JNG036，发动机号：274328）。

本院经依法拍卖，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大北矿业1.96%的股权由辰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39万元

竞买。 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亨煤煤化29.009%的股权由山东亨达煤业有限公司以900万元竞买。 被执

行人山东华源名下奥迪轿车1辆（车牌号：鲁JNG036，发动机号：274328）由李繁以9.2万元竞买。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1.将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亨煤煤化29.009%的股权过户至买受人山东亨达煤业有限公司名下；

2.将被执行人山东华源所持大北矿业1.96%的股权过户至买受人辰信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

3.解除对上述两股权的冻结；

4.将被执行人山东华源名下奥迪轿车1辆（车牌号：鲁JNG036，发动机号：274328）过户至买受人李

繁（身份证号：3729**********0024）名下。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司法拍卖山东华源相关资产共计948.2万元，法院执行费用为7.5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

到本次司法拍卖扣除法院执行费用所得资金940.7万元，并存放于公司专用资金账户，用于公司2014年

度利润承诺股份补偿，公司将根据利润承诺股份补偿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和后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山东省高院《执行裁定书》（[2018]鲁执恢17号之一）。

特此公告。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81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

2019-003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文化基金份额的公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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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披露了

《关于转让文化基金份额的公告》，现就交易对方财务数据、交易标的财务数据、交易定价

依据、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补充说明如下：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雄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670588210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19日

住所：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柳东街1-756号

法定代表人：王宏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顾问、企业营销顾问；企业管理咨询（中介除外）；企业形象

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北京雄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雄越集团总资产74,285.05万元，总负债46,026.71万元，净资

产28,258.34万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雄越投资总资产13,556.23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300万元，总负债20,339.09万元，净资产-6,782.85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诉讼

与仲裁事项）0万元；2018年度，雄越投资营业收入18.69万元，营业利润-1,364.93万元，净

利润-1,366.62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017.31万元。

2、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085466378Y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9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701--07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盖映月影视文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映月基金总资产11,459.77万元，

应收款项总额0万元，总负债175.37万元，净资产11,284.40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

括诉讼与仲裁事项）0万元；2018年度，映月基金营业收入0万元，营业利润-0.14万元，净利

润-192.76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0.14万元。

权属情况：公司所持映月基金份额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3、交易定价依据：本次交易价格以公司投资映月基金的份额加上公司所享有的映月基

金预计项目退出投资收益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双方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转让，公司将退出映月基金，并收回长期投资资金，此次退出预期可获得投资

收益738.36�万元。 此外，在基金项目实现退出后，在向受让方支付完其成本和相应固定回

报，以及向普通合伙人支付完其投资成本后，如有余额，将按3%的单利再向各转让方支付

固定回报。如上述分配全部执行完毕后还有余额，还会将余额的10%分配给各转让方。公司

作为转让方之一，按在转让前映月基金中享有的投资份额取得相应的收益。 上述投资收益

可能因为被投公司股份交割过程中的税金金额和股份交割费用的波动而变化，最终实际投

资收益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映月基金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各细分领域的中早期股权投资和影视文化项目投资，本次

转让将实现公司现金回流，以更好的集中资源聚焦核心主业“视觉内容与服务” ，持续提升

公司长远价值。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4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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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797,691.84 2,164,000,029.75 19.12

营业利润 429,723,989.10 94,511,669.84 354.68

利润总额 422,338,913.43 101,301,519.62 3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948,855.13 101,969,302.10 294.19

基本每股收益 1.30 0.33 29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5% 4.85% 12.8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98,371,612.97 2,580,021,024.57 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48,039,034.73 2,118,826,260.00 15.54

股本 309,128,341.00 181,840,201.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92 11.65 -32.02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的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对上年

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由于国内宏观经济的影响，行业整体销售价格同比上升，导致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较上年度大幅

增加。

2、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度增加354.68%，利润总额较上年度增加31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增加294.19%，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增加293.94%，皆为本期销售价格同比上升

所致。 总资产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

15.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同期下降32.02%，股本较年初增加70.00%，主因系报

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的权益分派方案，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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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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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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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03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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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924,708.08 1,034,442,376.85 -5.56%

营业利润 104,805,528.96 101,025,316.27 3.74%

利润总额 99,026,764.75 97,700,997.47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80,356.55 60,069,574.37 13.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66 0.1815 13.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3.39% 0.3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552,952,239.60 2,653,485,977.68 -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54,746,179.06 1,802,913,402.51 2.87%

股 本 330,951,600.00 330,951,6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93 5.73 3.49%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7,692.4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5.56%； 营业利润10,480.5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3.74%；利润总额9,902.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38.0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3.84%，基本每股收益0.206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83%。 主要原因为：1、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并加大了对振源胶囊、心悦胶囊、消痔灵注射液等拳头产品的推广力度，保证了药品板块的稳定增长；2、本期公司偿还银

行短期借款11,000万元，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3、本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255,295.2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5,

474.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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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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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87

证券简称：奥拓电子 公告编号：

2019-017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异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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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拓电子” ）股票于2019年2月25日、2019年

2月26日、2019年2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公司通过书面函件、电子邮件、电话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12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

进展的公告》、《2018年度业绩快报》、《关于337调查事项终结的公告》，除上述事项外：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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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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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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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9-08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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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8,530,239.47 4,638,349,590.23 22.43%

营业利润 500,194,459.46 414,416,429.80 20.70%

利润总额 506,423,097.15 421,317,835.16 2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448,619.96 349,065,603.85 1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02 0.2764 1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3% 12.28% 0.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52,920,387.64 5,791,847,441.53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308,999,135.12 3,043,943,947.21 8.71%

股本 1,286,692,741.00 757,464,540.00 6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7 4.02 -3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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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为567,853.02万元，比去年上升22.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444.86万元，比去

年上升15.87%，主要是：

1、唐山分公司扩建项目、云浮中顺二期项目建设完成，产能进一步提升；

2、销售团队加强KA、GT、AFH、EC四大渠道的建设、加快网络平台布局 ；

3、优化产品结构，提升高端、高毛利产品占比、开发高端新品投入市场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515,292.04万元，较期初下降11.03� %，主要是偿还“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

司债券” 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30,899.91万元，较期初增长8.71%，主要是公司业绩提升净利润增加所致。

公司报告期末股本为1,286,692,741股，较期初上升69.87� %，主要是（1）根据2017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当时总

股本757,464,54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股本增加530,225,178股；（2）回购并注销激励对

象已获授予但未解锁的首次授予及预留部分共996,977股限制性股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7元，较期初下降36.07%，主要是根据2017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当时总股

本757,464,54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幅

度为：15%～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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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