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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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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2月25日

以电邮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永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规

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

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

合理性。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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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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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2月25日

以电邮的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10: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

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训明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

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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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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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

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公司

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 拟对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

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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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对2018年12月31日存在的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发放贷款及垫款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8年1-12月拟对各项资产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62,316,287.35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61,422,858.16

发放贷款及垫款坏账准备 893,724.00

存货跌价准备 -294.81

合 计 62,316,287.3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62,316,287.35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将减少公司2018年1-12月净

利润47,745,633.28元，减少所有者权益47,745,633.28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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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8年1-12月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61,422,858.16元， 其中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34,

258,950.97元，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7,163,907.19元，上述两项资产计提坏账准备占公司2017年

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均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如下：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

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

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

进行减值测试。 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

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款项

1－2年（含2年，以下同） 2.00% 2.00%

2－3年 10.00% 10.00%

3年以上 20.00% 20.00%

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应收款项

1年以内（含1年，以下同）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 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二）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

1、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说明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631,539,808.35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597,280,857.38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未来现金流量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坏账准备；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提坏账

准备；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其发生了特殊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估计和会计制度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 34,258,950.97元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估计计提

2、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说明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 146,942,917.19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119,779,010.00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未来现金流量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提坏账准备；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提坏

账准备；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其发生了特殊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

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估计和会计制度相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 27,163,907.19元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估计计提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规定，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的反

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 同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

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

及经营成果。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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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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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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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624,567.02 1,036,104,173.20 280.04%

营业利润 392,876,637.85 58,765,822.59 568.55%

利润总额 388,958,289.12 58,004,550.43 57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431,784.64 -24,348,172.41 49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53 -0.0619 49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8% -2.88% 14.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53,335,354.80 3,047,635,061.95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75,873,734.40 833,208,536.69 5.12%

股 本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23 2.12 5.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37,624,567.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0.04%，营业利润392,876,

637.8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68.55%，利润总额388,958,289.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70.57%，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431,784.6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6.05%，基本每股收益0.2453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496.28%， 上述经营指标增长的原因主要系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即

富” ）2018年全年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上年同期仅四季度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上海即富自

2017年9月30日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后提升了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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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在2018年10月27日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

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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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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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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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9:30在公司办公楼七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现场出席董事4人，参加通讯表决4人，本次会

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召集

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全体董事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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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能够充分、公允地反映2018年度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2.82亿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兴民进行增资，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

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28,192.8万元人民币将英泰斯特51%股权转让给全资子公司武汉兴民，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9年2月28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高赫男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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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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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的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10:3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召集人管海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依据充分，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

务信息，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资源配置，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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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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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兴民智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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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有关会计政策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拟对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2018年

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6,568.42万元，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的比例

商誉 17,267.92 277.76%

存货 6,572.38 105.72%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2,728.12 43.88%

合计 26,568.42 427.37%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预计合计人民币26,568.42万元，预计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

人民币26,568.42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人民币26,568.42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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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考量范围， 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

业绩预计产生影响。

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一）商誉减值情况

公司于2016年10月31日收购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智驾” ）产生商誉

17,267.92万元。 2018年受汽车市场整体下滑，下游客户对车联网服务需求明显减少等影响，九五智驾营业收

入有所减少，盈利能力下降较大，且预计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基于谨慎性原则，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17,267.92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18年，公司钢制车轮业务同样受汽车市场整体下滑影响，公司下游部分战略客户的产、销量均出现不

同程度下降，钢制车轮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同时公司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自2018年10月起也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导致部分钢制车轮产品价格出现下降。 基于谨慎性原则，预计提取跌价准备约6,572.38万元。

（三）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2018年末公司分别采用帐龄分析法和个别认定法，对应收款项进行了减值测试。 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

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英泰” ）2018年末应收深圳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沃特玛” ）5,032.86万元的货款。 由于沃特玛经营尚未走出困境，经协商，武汉英泰与沃特玛签署以资抵

债协议，双方约定以3,919.78万元的资产抵顶相应债权，目前部分资产已完成过户，相应资产评估作价入账正

在办理。 经初步估算该部分资产将略有减值，结合抵账后剩余债权的回收，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应收账款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1,006.57万元。 此外，按账龄组合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721.55万元。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

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8年度

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有关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依据充分，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

财务信息，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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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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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汉兴民” ）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82亿元人民币对武汉兴民进行增资，其中1亿元计入武汉兴

民注册资本，1.82亿元用于增加武汉兴民资本公积。 增资完成后，武汉兴民的注册资本将由8,000万元增加至

18,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投资担保借贷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在董事会的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武汉兴民增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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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增资前武汉兴民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高赫男

3、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NMMK1Q

5、成立日期：2016年9月30日

6、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08号7栋

7、经营范围：数据库、车辆远程管理信息系统、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测控系统集成；计量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电子测试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批发零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216,795.60 137,026,637.70

净资产 -33,204.40 106,763,785.05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25,569.81

利润总额 -33,204.40 -6,954,263.54

净利润 -33,204.40 -5,215,697.65

注：上表中2018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武汉兴民主要系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项目实施

主体，目前处于筹建期。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武汉兴民增资，将增强武汉兴民的资本实力和运营能力，加快实现对公司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集

中管理和整合，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本次增资完成后，武汉兴民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变化。 本次以自有资金对

子公司进行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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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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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规划的布局和业务发展的要求，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

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泰斯特” ）51%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全

资子公司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兴民”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8,192.8万元。本

次转让完成后，英泰斯特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兴民的控股子公司。

由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圣博扬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兴圣” ）目前持

有英泰斯特49%的股权且其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民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

兴民” ）参与设立并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有限合伙企业，而宁波兴民系公司与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共同参与设立

且董事长对其有重大影响的有限合伙企业，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宁波兴

圣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高赫男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易舟

3、注册资本：1,009.43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7612425223

5、成立日期：2004年6月18日

6、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08号光谷动力节能环保科技企业孵化器 (加速器)一期7栋3

层01室

7、经营范围：主要从事计算机测控系统集成、计量检测系统集成、软件开发、生产线技术改造、电子产品、

电子测试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的销售、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汽车电子测试

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生产销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8、本次股份转让前后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本次股份转让之前 本次股份转让之后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兴圣博扬汽车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 49%

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0% 51%

合计 100% 100%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8,246.30 36,059.42

净资产 19,204.58 22,883.00

项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23,732.02 22,920.89

利润总额 6,538.05 3,947.81

净利润 5,722.07 3,678.42

注：上表中2018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高赫男

3、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NMMK1Q

5、成立日期：2016年9月30日

6、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08号7栋

7、经营范围：数据库、车辆远程管理信息系统、液晶模组信号测试系统的研发、生产、批发零售；计算机软

件开发；测控系统集成；计量系统集成；电子产品、电子测试设备、环境试验设备的研发、批发零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转让，双方以公司取得英泰斯特51%股权的交易对价28,192.8

万元人民币作为转让价格。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1、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英泰斯特51％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接受该等标的股权的转让。 转让完成

后，乙方成为持有51%英泰斯特股权的股东，并享有和承担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

交割日以本协议生效日为准，本协议生效后即视为股权转让完成。

2、本次股权转让系甲方与其全资子公司乙方之间的持股结构调整，以甲方取得英泰斯特51%股权的交

易对价28,192.8万元人民币作为转让价格。

3、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 乙方在本协议生效后的24个月内向甲方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的

全部对价。

4、甲方应签署或促使相关方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并且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配合乙方办理本协议下的标

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促使英泰斯特变更股东名册、重新向乙方签发出资证明书、

办理所有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5、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双方应当各自承担与本协议项下的交易有关的各自发生的费用、成本和开支。

6、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成立，自双方有权机构批准本次交

易之日起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是为了更好整合公司车联网板块业务，更大限度的提升公司业务优势，提高管理和运营效

率，深化公司的战略布局，同时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此次股权转让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七、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业务。

八、表决及审议情况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高赫男先生已回避表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

事会认为：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资源配置，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经综合考虑公司的战略规划，认为本次公司与子

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慎重决策， 有利于整合公司车联网板

块业务，更大限度的提升公司业务优势，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

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经综合考虑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及市场布局情况，此次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

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该次交易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高赫男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亦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

使表决权，会议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此次公司与子公司进行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为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内部转让，可满足公司战略规划的布局和业

务发展的要求，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该事项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审议程序和审

批权限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内部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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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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公司内审部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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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889,441,685.60 1,868,128,413.29 1.14%

营业利润 -223,430,010.43 113,742,953.78 -296.43%

利润总额 -222,683,292.53 113,834,903.67 -295.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556,111.69 62,167,361.87 -477.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12 -4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 3.03% -11.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940,638,210.79 4,283,130,889.41 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851,843,480.37 2,079,427,937.85 37.15%

股 本 624,781,419 513,700,050 2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56 4.05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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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18年受国内汽车市场整体下滑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主要由于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智驾” ）报告期业绩未达预期，通过对九五智驾 2018

年及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公司认为其存在商誉减值迹象，需全额计提该资产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

额17,267.92万元。钢制车轮产品受公司下游战略客户产、销量下降等影响，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同时公司主要

原材料钢材价格自2018年10月起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导致部分钢制车轮产品价格出现下降，通过对上述存

货的减值测试，预计提取跌价准备约6,572.38万元。 另外，由于受深圳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特

玛” ）财务危机等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对2018年末应收沃特玛的货款，基

于谨慎性原则单独计提坏账准备1,006.57万元。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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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蚂蚁（杭州）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相应开通

定投业务和转换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

基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2月28日起，蚂蚁基金将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4987 诺德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5290 诺德新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A类：005082

C类：005083

诺德量化蓝筹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5294 诺德新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5293 诺德新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5295 诺德天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代销之日起， 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诺德新享混合型基金、 诺德量化蓝筹增强混合型基

金、诺德新盛混合型基金、诺德新宜混合型基金、诺德新旺混合型基金以及诺德天富混合型基金的定投业务。

目前，投资者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

序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

成本由公司管理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的一种业务模式。

自代销之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诺德价值混合型基金、诺德主题配置混合型基金、诺

德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型基金、诺德中小盘混合型基金、诺德优选30混合型基金、诺德周

期混合型基金、诺德货币市场基金、诺德成长精选混合型基金、诺德消费升级混合型基金、诺德量化核心混合

型基金、诺德短债债券型基金、诺德新享混合型基金、诺德量化蓝筹增强混合型基金、诺德新盛混合型基金、诺

德新宜混合型基金、诺德新旺混合型基金以及诺德天富混合型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

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

自代销开始之日起，投资者申购指定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一）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享受不超过90%的折扣幅度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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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体折扣费率及优惠活动期限以蚂蚁基金公示为准。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蚂蚁基金所有。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蚂蚁基金的最新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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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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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0-766-123

网址：www.fund123.cn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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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上海基煜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相应开通定

投业务和转换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煜基

金”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9年2月28日起，基煜基金将代销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具体基金信息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4987 诺德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 005290 诺德新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 005294 诺德新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5293 诺德新旺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005295 诺德天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05674 诺德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

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代销之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诺德新享混合型基金、诺德新盛混合型基金、诺德新

宜混合型基金、诺德新旺混合型基金、诺德天富混合型基金以及诺德消费升级混合型基金的定投业务。 目前，

投资者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 具体办理的业务规则和程序请遵

循上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

成本由公司管理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基金份额的一种业务模式。

自代销之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诺德价值混合型基金、诺德主题配置混合型基金、诺

德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型基金、诺德中小盘混合型基金、诺德优选30混合型基金、诺德周

期混合型基金、诺德货币市场基金、诺德成长精选混合型基金、诺德短债债券型基金、诺德量化核心混合型基

金、诺德量化蓝筹增强混合型基金、诺德新享混合型基金、诺德新盛混合型基金、诺德新宜混合型基金、诺德新

旺混合型基金、诺德天富混合型基金以及诺德消费升级混合型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则、

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

自代销开始之日起，投资者申购指定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一）投资者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享受不超过90%的折扣幅度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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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具体折扣费率及优惠活动期限以基煜基金公示为准。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基煜基金所有。 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基煜基金的最新公

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重要提示

1、上述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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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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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5369

网址：www.jiyufund.com.cn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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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

2019-008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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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4,206,859.79 1,318,361,958.47 4.24%

营业利润 167,098,530.96 -67,886,829.67 346.14%

利润总额 164,520,510.24 -55,145,163.19 39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37,046.90 -94,164,274.64 21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27 -0.2093 215.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5% -3.95% 8.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40,157,537.97 2,663,503,267.56 1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9,279,535.32 2,308,802,088.86 3.49%

股 本 450,000,000.00 45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3095 5.1307 3.4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420.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923.70万元，上年同期金额为-9,416.43万元。

2017年度，公司对收购中酒时代酒业（北京）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17,935.54万元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9,416.43万元。 不含商誉减值因素，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19.11万元。

2018年，公司紧扣“扎根青海、拓展西北、布点全国” 的营销战略，在省内实行多品牌、全价位、全区域产

品覆盖，深耕青海大本营市场；在西北地区实行天佑德品牌产品矩阵,� 重点聚焦在零售终端渠道，选择性开

发餐饮渠道；在全国其他不同区域市场坚持单一品牌、核心单品模式，积极调配资源确保核心市场得以稳定、

持续发展；加速推进小黑青稞酒全国化市场招商布局，小瓶酒市场开拓初显成效。

此外，2018年公司着重提升投放精准度和有效性，品牌宣传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受美元汇率变动

影响，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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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

2019-015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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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242,175.84 841,853,410.05 16.91%

营业利润 291,926,104.88 310,833,519.51 -6.08%

利润总额 285,961,543.28 309,156,250.01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800,686.59 279,117,907.00 -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70 -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9% 9.17% -0.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47,769,190.86 3,493,970,760.62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39,856,884.05 3,132,504,237.09 -6.15%

股本 396,662,205.00 398,034,348.00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41 7.87 -5.8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度各项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环境监测业务有大幅度增长，对2018年度收入、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2、全资子公司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营改增定额发布推动软件集中换版工作及国网范围内配网app

销售工作在2017年已基本结束导致2018年度该业务业绩同比下降，上述两项影响是偶发性影响因素，剔除

该因素的影响，博微公司新业务稳定增长。

3、公司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对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进行重组业

绩超预期奖励；同时，由于注销子公司宁波汉迪传感技术有限公司并对并购时产生的商誉进行计提减值准备；加

之回购及中期分红等原因导致的暂时性流动资金需求而增加财务费用，对2018年度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4、股本减少系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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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业绩预计不存在差

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方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惠芬、会计机构负责人叶侃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郑水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9-002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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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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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706,857.78 2,624,152,779.44 -16.52%

营业利润 31,173,395.99 49,944,231.69 -37.58%

利润总额 33,083,538.97 51,946,025.38 -3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68,692.83 27,045,098.89 -15.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32% -0.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731,399,818.21 3,895,782,761.79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91,173,664.09 2,008,847,595.48 -0.88%

股 本 371,287,000.00 371,287,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36 5.41 -0.9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2,190,706,857.7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52%；营业利润31,173,395.99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7.58%；利润总额33,083,538.9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6.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2,968,692.8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07%，主要原因：第一，民爆器材产品市场竞争加剧，湖南省外市场

民爆产品销量下滑，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第二，公司业务结构优化调整，高风险贸易业务收入减少；第三，公

司下属子公司湖南新天地南岭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因贸易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公司利

润水平有所下降。

2、本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991,173,664.0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88%，主要

是因为本公司持有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2000万股，该项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期末市

值较期初市值减少导致其他综合收益减少31,050,000.00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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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变动幅度为-30%至0.0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期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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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640

证券简称：德艺文创 公告编号：

2019-005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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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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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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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836,356.87 470,706,151.19 18.51%

营业利润 45,344,538.01 40,432,108.55 12.15%

利润总额 45,079,386.83 40,925,257.12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015,127.88 35,657,951.00 12.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6 0.49 -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3% 16.75% -3.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99,291,235.84 340,888,537.46 1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20,561,047.28 284,506,379.19 12.67%

股 本 147,066,000.00 80,000,000.00 8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18 3.56 -38.76%

注：1.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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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5,783.6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51%；营业利润为4,534.45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2.15%；利润总额为4,507.9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15%；净利润为4,001.51� 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2.22%。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及净利润实现了持续增长，主要系公司按照年度经营计划有序推

进各项业务，重点加大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和“一带一路” 等新兴市场国家销售渠道的建设，同时受益于国家

对文化创意产业和出口产业的大力支持。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39,929.12万元， 比期初增长17.1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2,

056.10万元，比期初增长12.67%；股本金额为14,706.60万元，较年初增长83.83%，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及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所致；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18元， 较期初下降

38.76%，主要为报告期内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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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试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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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B056

■ 2019年2月28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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