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银

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B级；交易

代码：15014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

年2月26日，转债B级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23元，相对于当日1.131元的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6.98%。截止2019年2月27日，转债B级二级市

场的收盘价为1.31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

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转债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转债B级内含杠杆机制的

设计，转债B级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中证转债，场内代码：161826）的份额净值和银

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类份额（场内简称：转债A级，场

内代码：15014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转债B级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

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转债B级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

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转债B级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

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

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

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银华中证

800

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银

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 （场内简称： 中证

800B；交易代码：150139）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

度较高，2019年2月26日，中证800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01元，相对于当

日0.56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7.32%。 截止2019年2月27日，

中证800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61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

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中证800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中证800B内含杠杆机制

的设计， 中证800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银华中证800等权重

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800分级，场内代码：161825）的份额

净值和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A类份额 （场内简

称：中证800A，场内代码：150138）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中证800B的波动

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中证800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

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中证800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华中证800等权重指数增强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东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海证券” ）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自2019年3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东海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并参加部分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费率优惠活动，东海证券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最低扣款金额300元， 具体办理细则详见东海证券网

站，适用基金如下：

一、本次活动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定

期定额投资

业务

是否参加申购

（不含定投）

业务费率优惠

活动

是否参加定期

定额投资费率

优惠活动

1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194 是 是 是

2

银华信用季季红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000286 是 是 是

3 银华多利宝货币市场基金

A：

000604

B：

000605

是 否 否

4

银华活钱宝货币市场基金F类

基金份额

000662 是 否 否

5

银华高端制造业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3 是 是 是

6

银华回报灵活配置定期开放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0904 否 是 否

7

银华中国梦30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1163 是 是 是

8

银华沪港深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001703 是 是 是

9

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001728 否 是 否

10

银华逆向投资灵活配置定期

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001729 否 是 否

11

银华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808 是 是 是

12

银华万物互联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61 是 是 是

13

银华大数据灵活配置定期开

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002269 否 是 否

14

银华多元视野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307 是 是 是

15

银华体育文化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397 是 是 是

16

银华智能汽车量化优选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5033

C：

005034

是

A：是

C：否

A：是

C：否

17

银华信息科技量化优选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5035

C:005036

是

A：是

C：否

A：是

C：否

18

银华新能源新材料量化优选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005037

C：005038

是

A：是

C：否

A：是

C：否

19

银华农业产业股票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005106 是 是 是

20

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

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112 是 是 是

21

银华智荟内在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119 是 是 是

22

银华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5250 是 是 是

23

银华多元动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51 是 是 是

24

银华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5498 是 是 是

25

银华国企改革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005533 是 是 是

26

银华心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05543 是 是 是

27

银华瑞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05544 是 是 是

28

银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005771 是 是 是

29

银华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006302 是 是 是

30

银华盛利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006348 是 是 是

31 银华优势企业证券投资基金 180001 是 是 是

32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180002 是 是 是

33

银华-道琼斯88精选证券投

资基金

180003 是 是 是

34 银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180008

B：

180009

是 否 否

35

银华优质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0010 是 是 是

36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0012 是 是 是

37

银华领先策略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80013 是 是 是

38

银华和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18 是 是 是

39

银华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

180025

C：180026

是

A：是

C：否

A：是

C：否

40

银华永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0028 是 是 是

41

银华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80031 是 是 是

42

银华上证50等权重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

180033 是 是 是

43

银华全球核心优选证券投资

基金

183001 是 是 是

44

银华内需精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161810 是 是 是

45

银华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61811 是 是 是

46

银华深证100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161812 是 是 是

47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

金(LOF)

161815 是 是 是

48

银华中证等权重90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61816 是 是 是

49

银华纯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161820 是 是 是

50

银华永兴纯债债券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LOF)

A：

161823

C：161824

是

A：是

C：否

A：是

C：否

51

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强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61826 是 是 是

52

银华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161831 是 是 是

53

银华惠丰定期开放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1835 否 是 否

54

银华鑫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501022 是 是 是

55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19001 是 是 是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东海证券指定渠道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资

者。

三、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2019年3月1日起的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

动,请以东海证券及本公司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通过东海证券网上交易、手机端及临柜方式参与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申购费率享受4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原申购

费率低于0.6%，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限前端、场外模

式）。 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再享受以上费率优惠。

2、本优惠活动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的前端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手续费。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东海证券所有，优惠活动期

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东海证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3、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4、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参见本公司网站发布的各基金 《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longone.com.cn 95531；400-8888-588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www.yhfund.com.cn

010-85186558

400-678-3333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9-013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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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781,614.27 1,021,062,331.13 -5.02%

营业利润 73,241,448.35 38,475,082.39 90.36%

利润总额 73,810,485.15 40,996,453.24 8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2,413,428.21 41,499,518.37 5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2.41% 1.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965,599,990.04 2,756,008,774.07 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813,880,046.31 1,738,986,884.49 4.31%

股 本 555,090,000.00 540,000,000.00 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27 3.22 1.55%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末资产总额296,560.00万元,同比增加7.60%；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96,978.16

万元，同比减少5.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41.34万元，同比增加50.40%。

业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由于公司调整生产结构，使得营业收入相对减少；自公司提

出“两海战略” 思想，海外出口与海上风电销售比重大浮提高，使得2018年净利润增浮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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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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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487

公司简称：大金重工 公告号：

2019-014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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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大金重工，证

券代码：002487）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19年2月26日、2019年2月27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对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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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5、 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

三、关于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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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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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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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目前不存在已披露的业绩预告、业绩快报以及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较大

差异的情形。

3、 公司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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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大金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参加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定

投和转换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盈信” ）协商一致，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

金参加深圳盈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定投和转换业务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

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及期限

自2019年3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深圳盈信办理本公司旗下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先锋聚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申购（含定投）业务，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

限以上述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优惠前申购（含定投）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自2019年3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深圳盈信办理本公司旗下先锋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先锋精一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先锋日添利货币市场基金、先锋聚优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元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聚利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转换业务，享受申购补差费用优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

限以上述销售机构规定为准。优惠前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基金费率请

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上述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

开放申购（含定投）、转换业务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基金产品费率优惠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上述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二、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的基金。基金封闭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

详见对应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此优惠活动仅限场外前端模式，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销售机构最新

公告信息为准。

3、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

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15-9998

2、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www.xf-fund.com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3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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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0日通过电话、邮

件及书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汉昭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及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度经营情况及2019年度经营目标测算，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

营及发展的需要，2019年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2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

业务，同意根据需要以公允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公司自有资产为公司的融资业务提

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以双方签署的抵押合同为准，同意根据需要由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的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包

括开立融资性保函），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 各家银行的授信额度、授信业务、授信条件经

双方洽谈确认并以各家银行的授信批复为准。 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具体融资金额，

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而定。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的授权人

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和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

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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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

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

真、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洪朝辉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

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 公司取得一定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

求，从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银

行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同意通过该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9-022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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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10.25 125,799.78 12.97

营业利润 86,497.42 76,916.81 12.46

利润总额 86,577.82 76,981.55 1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516.32 65,119.98 12.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7 1.48 1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6% 16.25% 0.51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78,026.41 531,528.97 8.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50,309.29 424,231.73 6.15

股 本(万股) 44,499.70 44,000.00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0.12 9.64 4.98

注：1、上述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尾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2、根据财政部会计司2018年9月7日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

关问题的解读》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的相关要求，按照新报表格式对2017年

同期数进行了重分类调整，具体为把收到的个人所得税手续费从“营业收入” 调整至“其

他收益” 。 此调整不影响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42,110.25万

元，营业利润86,497.42万元，利润总额86,577.8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

516.3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2.97%、12.46%、12.47%和12.89%。 主要原因系：较上年同期，

公司经营的卖场面积增加、租金水平上涨、新增写字楼销售及公司加强现金管理取得的收

益所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78,026.4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450,309.29万元，每股净资产10.12元，较期初分别增长8.75%、6.15%和4.98%，公司资产

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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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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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818

证券简称：富森美 公告编号

:2019-023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知识产权局的两项商标注册证、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局颁发的一项商标注册证书和美

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一项商标注册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以上商标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加强对注册商标的

保护，提高公司品牌知名度，防止商标侵权事件的发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30

公告编号：

2019-009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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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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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注2】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1,271,973,915.76 997,742,267.47 997,742,267.47 27.49%

营业利润 366,311,517.49 267,284,968.90 264,724,943.47 38.37%

利润总额 366,851,007.39 272,340,893.25 269,779,632.27 3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0,391,370.74 230,474,158.71 227,912,897.73 36.19%

基本每股收益注【3】 0.40 0.29 0.29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0% 6.04% 5.73%

上升1.77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5,209,145,856.18 4,793,419,172.33 5,027,209,019.64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199,883,558.02 3,931,752,338.76 4,029,191,077.78 4.24%

股本 785,186,964.00 490,741,853.00 490,741,853.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注【3】

5.35 5.01 5.13 4.29%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2018年9月和10月，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及全资二级子公司广州方欣

现代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收购广东益东金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00%的出资份额，

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的规定，对公司2018年度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3、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6股，转增后总股本由490,741,853股增至785,186,964股。 上表中按照最新股本

对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本报告期初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进行了重

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7,197.39万元，较上年增加27.49� %，实现利润总额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6,685.10万元和31,039.14万元， 较上年分别增长

35.98%和36.19%。

1.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20,914.5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了3.6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19,988.36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了4.24%。

1.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3.1互联网财税板块：国家财税改革节奏加快，国家金税三期深入推广和应用，用户财

税服务需求大量增加，财税机构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近年来公司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的前期大力投入研发的平台和产品开始进入推广阶段，公司财税云业务收入

较上年有大幅上升，2018年，财税云业务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

1.3.2热处理板块：公司紧跟“中国制造2025” 发展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研

发为抓手，重点围绕汽车、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通用航空及标准件等产业，为客户

提供高质量的热处理装备方案和商业热处理加工服务，同时在智能制造项目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尝试。 2018年，公司热处理业务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

2、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原因说明

因互联网财税业务和热处理业务2018年度较上年均有大幅增长， 使得公司营业总收

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均出现较大幅度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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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文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褚文兰女士和会计机构负责人

褚文兰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863

证券简称： 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

2019-017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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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69.48 258,029.51 11.49

营业利润 8,529.63 7,356.31 15.95

利润总额 8,469.97 7,358.80 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82.48 6,087.65 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18 -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9 7.69 -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412,795.89 380,894.64 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5,276.60 90,810.89 4.92

股 本（股） 37,655 22,15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3 2.41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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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7,669.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49%；营业利润

8,529.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95%；利润总额8,469.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82.4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49%； 基本每股收益0.17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5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12,795.89万元，比上年末增长8.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95,276.60万元， 比上年末增长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53元，较年初上年末增长4.98%。

公司股本总额37,655股，比上年末增长7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加股份数。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

营业绩修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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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至15.8%。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上述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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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63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

2019-015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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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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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639,147.49 1,179,258,733.12 8.26%

营业利润 195,696,436.32 173,684,510.00 12.67%

利润总额 196,031,524.94 176,009,767.74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721,429.83 172,272,603.75 1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92 0.2044 1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9.15%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93,513,150.53 2,494,791,800.03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53,883,227.69 1,992,481,874.65 13.12%

股本 849,403,251.00 602,573,950.00 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535 3.3066 -19.75%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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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紧随能源互联网规模化发展的浪潮，在强化既有优势业务的基础上，优化产业布

局和产品战略，同时强化职能管理、严控成本费用，优化效应逐步体现。

公司营业收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其中既有的优势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智慧能源等创

新业务增长态势良好；公司投资收益亦有所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红股2股、资本公积转增2

股；公司总股本有所扩充。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0%至增长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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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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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26

证券简称：山东威达 公告编号：

2019-021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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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1,996,645.79 1,469,380,404.82 13.11%

营业利润 178,301,479.80 136,819,027.87 30.32%

利润总额 192,170,713.45 151,055,782.26 2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310,213.80 125,548,154.60 2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0 2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5.47% 0.9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074,514,362.64 2,947,870,250.66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81,282,323.45 2,344,344,203.88 5.84%

股 本 420,098,419.00 420,098,41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91 5.58 5.91%

注：上述数据以未经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61,996,645.79元，营业利润178,301,479.80元，

利润总额192,170,713.4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310,213.80元，分别较上

年同期增长13.11%、30.32%、27.22%、23.71%。 主要原因是：1、公司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加

大市场开拓力度，主营业务保持平稳发展；2、受美元升值的影响，汇兑收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0%至5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3.71%，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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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B008

■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B045

■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