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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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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于2019年2月22日发出召开第二十

五次会议的通知，分别以发送电子邮件、电话及直接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和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公司七位董事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了书面表决意见，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落实《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指引（试行）》的议案

为落实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发布的《法人金融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指引（试行）》要

求，董事会同意修订《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管理办法》，并将其名称修改为《太平

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授权公司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高级管理人员）牵

头负责洗钱风险管理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分支机构设置相关事项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证券市场和公司经营发展等实际情况， 决定分公司和证券

营业部设立、收购、撤销、变更等相关事项并办理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销采购办公室，将其原有工作职

能并入总经理办公室；合并国际业务部和战略发展部，合并后的部门名称为国际业务部。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修改《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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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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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9年2月25日、26日、27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询证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嘉裕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裕投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年2月25日、26日、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 根据《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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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嘉裕投资书面询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第一

大股东嘉裕投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

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经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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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关于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增持股份进展暨增持计划延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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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一

致行动人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资）基于对公司当前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

展前景的看好，决定对公司实施增持。决定自2018年8月28日起6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未

设置价格区间，增持总金额1-5亿元人民币。

●增持计划的实施及延长情况：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2月27日，中船投资按照其增持计划，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24,874,697股，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80%。 为更好的实施本

次增持计划，中船投资经审慎考虑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延长6个月期限，即增持计划期限由2019年2月

27日完成延长至2019年8月27日前完成。 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等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019年2月27日，公司收到中船投资《中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增持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计划延长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中船集团的一致行动人中船投资，中船投资为中船集团全资子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增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增持前，增持主体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比0%。

截至2019年2月27日，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4,874,697股，占公司总股本1.80%。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原因及目的

中船投资基于对公司当前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决定对公司实施增持。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三）增持数量及金额

拟增持股份的总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含截至本报告日已增持股份）。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中船投资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

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18年8月28日起12个月内（原计划为自2018年8月28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中船投资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中船投资股份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发生变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增持前，中船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0股，占比0%；中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705,360,666股，占比

51.18%；

增持后，自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2月27日，中船投资按照其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24,874,697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1.80%；中船集团及中船投资共同持有公

司股份730,235,363股，占比52.99%。

五、增持计划延长的原因及具体安排

鉴于对行业复苏迹象、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为更好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中船投资经审慎考

虑决定将本次增持计划延长6个月期限， 即增持计划期限由2019年2月27日完成延长至2019年8月27

日前完成。 除此之外原增持计划其他内容不变。

六、其他重要事项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中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持

续关注中船投资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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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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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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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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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32.51 61,593.80 -15.85%

营业利润 7,277.48 11,348.41 -35.87%

利润总额 7,681.11 11,745.46 -3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46.01 10,102.99 -33.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84 -4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 17.76% -11.4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143,972.61 109,723.76 3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3,903.39 62,269.01 82.92%

股本 16,000.00 12,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12 5.19 37.18%

注：以上数据均为合并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汽车行业增长放缓，尤其是第四季度以来部分自主品牌汽车销量下滑较多，造成

公司对部分主要客户的销售订单同比减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832.51万元，同比减少15.85%；营业利润7,277.48万元，同比减

少35.87%；利润总额7,681.11万元，同比下降34.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46.01万元，同

比下降33.23%。

2、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3,972.61万元，同比增加31.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3,

903.39万元，同比增加82.9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167�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年1月4日首次公开发行A股40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47,236.67万元，公司总资产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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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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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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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

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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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1月24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00万元进

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较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或存款产品，投资期限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公司于近日根据董事会决议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签约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投资本金：人民币1,800.00万元

产品期限：2019年2月26日至2019年8月2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参考年化收益率：3.80%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关联关系：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备查文件

1、《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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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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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电子制造人民币6,000万元融资提供担

保，公司实际为电子制造提供的担保余额是人民币7,231.22万元，在股东大会批准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电子制造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人民币33,061.02万元，均是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制造” ）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6,000万元。

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批准为电子制造人民币20,000万元

融资提供担保，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同意为电子制造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日。 电子制造以其全部资产提供

反担保。截止公告之日，公司为电子制造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231.22万元，在股东大会批准额度范

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

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胡回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数字视音频产品、信息家电、通信系统及终端、IT产品和电子元器件、工模夹

具；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配套服务；对外承接相关产品的设计、加工、组装、测试业务；表面贴装设备的

安装、调试及维修业务；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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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64,130.21 79,437.35

总负债 26,483.87 38,586.66

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 25,673.41 37,840.79

净资产 37,646.34 40,850.69

2017年度

（经审计）

2018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186.20 56,955.38

净利润 3,827.24 3,204.36

电子制造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占股75％，公司全资子公司佳恒兴业有限公司占股25％。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电子制造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6,000万

元。公司同意为电子制造上述融资提供担保，期限至2019年6月30日，电子制造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

保。

公司于2016年8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授权总经理处理为子公司 （其中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制造）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18,5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事宜，有效期至2019年6月30

日（详见本公司于2016年8月2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之相关公告）。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电子制造是公司重要子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因

其业务发展提供融资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电子制造提供的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电子制造所从事的业务为公司主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生产经营正常，业

务发展稳健，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为其融资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拓展业务和承接项目，符合上市

公司和全体利益。 本次担保数额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额度内，担保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且电子制造

已出具反担保书，以其全部资产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3,061.02万元，占公司 2018年

度经审计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9.83%。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并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反担保书

（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董事会决议

（五）财务报表

证券代码：

002260

证券名称：德奥通航 公告编号：

2019-019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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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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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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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582,947.43 760,681,817.26 -5.53

营业利润 -171,256,158.31

-524,049,

964.03

67.32

利润总额 -155,420,337.75

-521,626,

295.58

7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851,313.65

-513,478,

199.64

6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5 -1.94 66.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14% -591.18% 525.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3,413,962.78 642,587,045.49 -4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3,861,819.50

-165,981,

585.31

-113.19

股本 265,200,000.00 265,2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343 -0.6259 -1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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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582,947.43元，同比下降5.53%；实现营业利润-171,256,

158.31元，同比增长67.32%，实现利润总额-155,420,337.75元，同比增长70.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72,851,313.65元，较上年同比增长66.34%，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 对比2017年度公司对通航相关资产按照减值测试结果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2018年度资产

减值损失同比大幅下降约3.45亿元；

2、2018年3月开始，通航业务板块中止投入，通航业务相关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大幅

减少，2018年度三项费用总体同比下降约7,700万元；

3、受2018年公司债务危机影响，公司流动性持续紧张，家电业务销售订单有所下滑，同时采购的

材料价格有较大幅度增长，造成2018年度家电业务毛利总额下降；通航业务投入中止导致相关销售业

务收入和毛利减少；上述原因导致本年度毛利总额同比减少约3,500万元。

截止到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353,413,962.78元，较期初下降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353,861,819.50元，较期初下降11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3343元，

较期初下降113.18%。

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2018年度公司债务危机，无法获得新的授信额度，且相关债务陆续到期，大量资金用于归还到

期债务，货币资金余额同比下降约5,300万元；

2、通过优化生产排期和船运排期手段，降低期末存货；通航业务缺乏成熟市场和通航业务销售团

队，剩余库存无法形成有效销售，经减值测试后计提相应减值准备；期末存货余额因此同比下降约6,

400万元；

3、通过加大力度催收款项、调整收款期等增加资金流动性手段，期末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余额

同比下降约5,000万元；

4、由于后续资金问题持续未得到有效缓解，暂时中止的国内通航业务也无法得到有效恢复，通航

业务土地尚未按期开发，与通航产业相关联的其他对外财务性投资亦出现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全

年对通航业务及对外投资相关的长期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约7,700万元；

5、全年累计偿还各类借款使短期借款余额同比下降约9,500万元；

6、2018年全年亏损导致未分配利润减少约1.73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

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 审计工作尚在推进中。

2018年度的实际数据以公司后续披露的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为准。 如果在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披露前，发

生新事件或事项导致对2018年度财务数据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随着2019年2月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和高管团队调整到位，接下来公司及托管方将会继续全力推进

债务解决工作，尽快制订出可行、及时的解决方案，彻底解决公司债务逾期的风险，同时珍惜资本投

入，实现经营业绩的根本性好转。

五、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2017年度净资产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规定“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为负值” ,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5月2日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规定，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

的净资产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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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9-006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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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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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15,130,344.56 4,172,462,187.77 -10.96%

营业利润 28,514,128.36 442,751,306.57 -93.56%

利润总额 196,754,806.38 443,982,127.01 -55.68%

净利润 141,861,239.97 381,795,006.48 -6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974,879.56 366,103,910.77 -65.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86 -7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12.87% 下降8.9个百分点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5,877,103,607.71 6,154,637,472.54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04,635,680.25 3,119,735,162.05 2.72%

股本 628,581,600 421,994,400 49.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10 7.40 -31.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71，513.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了10.96%，主要原因系：2018年

新能源客车及乘用车行业发展放缓，客车空调产品及乘用车空调产品销量较2017年有所下滑。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851.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了93.56%，主要原因系：（1）2018

年新能源客车及乘用车行业发展放缓，客车空调产品及乘用车空调产品销量较2017年有所下滑。（2）

公司乘用车客户北汽银翔及其子公司由于经营困难停产， 与该客户相关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4,654.94万元。 公司后续将加大回款力度，力争实现应收款项的顺利收回。（3）公司所

收购公司苏州新同创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及北京松芝汽车空调有限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拟计提商

誉减值损失共计10,332.82万元。 公司后续将对相应子公司的业务继续进行梳理整合，提升资源整合

效率和能力，提高子公司盈利能力，实现收购预期目的。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9,675.4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了55.68%，主要原因系：（1）公

司营业利润较去年下滑93.56%；（2） 公司于2018年12月出让工业用地获得16,798.62万元收益计入

2018年利润总额。

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净利润14,186.1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了62.84%，主要原因系公司利润总

额较上年同期下滑较多。

5、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97.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滑了65.59%，

主要原因系公司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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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18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8年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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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加盖公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454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公告号：

2019-007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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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并加强投资者关

系管理工作，已于近日变更了办公地址及投资者联系方式，现将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序号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1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华宁路

4999号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园区颛兴路

2059号

2 投资者联系方式 021-54424998 021-52634750-1602

3 传真号码 021-54429631 021-54422478-6768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公司的注册地址、投资者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以上变更后的办公

地址和投资者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

2019-014

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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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0,704,010.65 13,229,380,320.49 6.59%

营业利润 1,578,815,857.08 1,871,824,637.16 -15.65%

利润总额 1,601,210,897.22 1,876,668,767.51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2,528,805.19 1,515,675,163.63 -1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338 0.8605 -1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13.73% -3.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123,131,540.11 23,142,124,806.01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580,448,991.65 11,670,447,669.66 7.80%

股本 1,761,442,461.00 1,174,294,974.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7.1421 9.9383 -28.14%

注：本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100,704,010.6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9%，主要原因系2018年

公司新增影城数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营业收入实现稳健增长。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2,528,805.1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72%，主

要原因系全国影城和银幕数量保持较快增长，市场竞争加剧，新开影城市场培育期有所延长，影城单

银幕产出下降所致。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761,442,461股，同比增长50%，主要系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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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

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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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

2019-015

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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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12日分别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2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会议决议，公司已完成了上述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9年2月27日取得了北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117429.4974万元” 变更为“176144.2461

万元”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06

债券代码：

112330

债券简称：

16

巨轮

0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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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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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426,773.73 1,154,800,320.98 21.36%

营业利润 190,499,314.22 151,961,904.38 25.36%

利润总额 189,395,025.26 162,033,329.89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16,282.98 63,701,818.14 -1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56 0.0290 -1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2.14% 下降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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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7,881,259.32 7,015,064,516.2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058,710,128.89 3,006,144,228.75 1.75%

股本（股） 2,199,395,670 2,199,395,67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39 1.37 1.46%

注：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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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业务稳步发展，部分传统产品的毛利率受制造成本上涨的影响而有所下降，

因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而导致研发费用及销售费用有所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总收入140,142.6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1.36%； 实现营业利润19,049.9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36%；实现利润总额18,939.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

621.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5%；基本每股收益0.025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10,788.13万元，较期初增长1.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5,871.01万元，较期初增长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39元，较期初增长1.4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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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幅度

为-30%～2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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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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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9-005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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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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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7,924,950.46 7,290,128,453.42 10.67%

营业利润 552,502,654.61 758,741,335.99 -27.18%

利润总额 857,528,956.06 760,965,064.31 1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911,412.42 663,799,645.53 20.8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56 0.2114 2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7.49% 1.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256,935,583.62 14,154,048,899.04 1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9,171,597,708.29 8,894,807,143.21 3.11%

股本 3,115,482,375 3,139,787,560 -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94 2.83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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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经营稳健，实现营业总收入8,067,924,950.4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7%；实现利

润总额857,528,956.0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6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801,911,412.42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20.81%。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52,502,654.6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18%，主

要原因系公司上年同期出售其所持有的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并取得投资收益359,319,

234.85元，导致公司上年同期投资收益基数较高，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公司适时把握市场发展动向，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等热点领域，重点布局创新链、人才

链，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推动公司整体业务稳步发展。 此外，2018年度公司积极开展与腾讯业务合

作，双方围绕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新需求，聚焦医疗、金融、智慧城市等行业核心应用场景，重点在医

疗云及医疗互联网应用、智慧城市、金融大数据等方面展开合作，推动公司在传统行业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了对2018年全年业

绩预计，本次业绩快报与上述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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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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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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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44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9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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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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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6,787,259.10 5,977,970,721.07 4.83%

营业利润 45,488,114.09 236,710,358.86 -80.78%

利润总额 43,783,022.37 241,781,586.21 -8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46,308.15 201,727,502.01 -92.19%

基本每股收益 0.03 0.35 -9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9.94% -9.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77,897,824.47 6,328,837,587.78 1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49,724,897.03 2,114,588,088.64 -3.07%

股本 571,157,220.00 572,040,033.00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59 3.70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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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总收入626,678.73万元，同比增长4.83%；主要为公众网络综合解决方案、专用网络综合解决方

案、印制电路板等业务增长，以及同一控制下的远东通信、电科导航及中网华通等子公司本年度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同比下降81.89%，主要原因如下：

（1） 由于报告期内市场竞争加剧及业务结构的变化，导致公司综合毛利率同比下降1.1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

①公众网络综合解决方案业务，一方面由于运营商4G投资下降引发网络规划设计业务规模减少、服务价格下滑，导

致报告期内网络规划设计业务结算收入同比下降约6%，导致公司该类业务毛利率及毛利额同比下降；另一方面报告期

公司承接的运营商通信工程的结算业务同比增长66%，但该类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因此导致公众网络综合解决方案业

务毛利率整体呈下降趋势。

②网络接入设备业务一方面市场竞争加剧，销售价格走低，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战及汇率波动影响，产品所需的芯

片等进口原材料由于汇率变动等原因导致采购成本上升，致使该类业务毛利率下降。

（2）受宏观资金面偏紧、融资成本上行等影响，企业收款难、回款慢情况有所增加，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会计政策计提

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同比增加181.55%，导致了账面利润总额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1.84%，因报告期母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同比下降260%，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年初下降3.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年初

下降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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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计的业绩为：预计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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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5%，公司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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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