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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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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

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

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

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2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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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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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及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价值，基于谨慎性

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分

析和评估，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等，各项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数

计提 合并增加 转回 转销 合并减少

坏账准备 12,944.78 8,012.18 8,278.62 - 10.00 105.31 29,120.27

其中:应收账款 9,232.99 4,996.06 5,583.99 - - 99.51 19,713.53

其他应收款 3,711.80 3,016.12 2,694.63 - 10.00 5.80 9,406.75

存货跌价准备 332.32 151.37 - - - 22.09 461.61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 445.96 - - - - 445.9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1.47 - - 3.67 - - 57.80

商誉减值准备 3,709.32 1,636.27 - - - - 5,345.59

应收保理款减值准备 1,276.54 9,932.11 - - - - 11,208.65

合计 18,324.42 20,177.90 8,278.62 3.67 10.00 127.40 46,6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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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

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往来款坏账准备

（一）往来款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减

值准备的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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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应收款项一般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照各级账龄的应收款

项在资产负债表日的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1、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照各级账龄的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的余额和相应的

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8,012.18万元。

2、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增加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汽宏远” ）、湖南海丰物流有

限公司，合并报表日账面增加应收款项坏账准备8,278.62万元。

3、公司应收款项本期计提坏账准备8,012.18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4,996.06万元，主要是因东莞中汽

宏远2018年11-12月根据订单向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东莞市水乡新城公共汽车

有限公司、 东莞市小巴运输车有限公司等东莞各公交公司销售新能源汽车而根据合同未达到收款时点所

致；其他应收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3,016.12万元，主要是对东莞中汽宏远销售新能源汽车应收的地方财政

补助、部份应收款项帐龄增大等计提的坏账准备。

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一）商誉减值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要

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

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

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1、受到宏观环境影响，货车汽贸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公司2011年收购的厦门市星马王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厦门市诚维信商贸有限公司业绩及现金流不及预期。 经初步减值测试，对两家公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合计242.42万元。

2、受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外部金融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8年保理业务逾期情况超过预期，

公司2013年收购的金润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业绩不及预期。 经初步减值测试，对金润商业保理（上

海）有限公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金额293.86万元。

3、受改装车市场竞争激烈，业绩完成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经初步减值测试，对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1,100.00万元。

四、计提应收保理款减值准备

（一）应收保理款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商务部发布的《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

稿）分类标准，公司对保理合同下受让的附带追索权应收款项按按逾期天数正常、关注、次级和损失四类，并

按照不同类别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对保理合同下受让的不附带追索权应收款项按照个别认定法计提减值准

备，即对受让的每一项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

减值准备。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受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外部金融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8年保理业务逾期情况超过预期，按

照各类账龄的应收保理款在资产负债表日的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应收保理款减值准

备9,932.11万元。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35.77万元，相

应减少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11,635.77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2018�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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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18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结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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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计提后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资

产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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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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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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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

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以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文春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材文先生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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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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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计提后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资

产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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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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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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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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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686,153.40 475,082.13 44.43%

营业利润(万元) 30,621.20 22,859.99 33.95%

利润总额(万元) 32,926.00 25,111.60 3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826.21 16,719.77 0.6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2,828.49 15,437.55 -1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32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7.12% -1.0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989,641.06 716,427.97 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284,700.74 271,481.72 4.87%

股本(万股) 56,236.86 37,491.24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06 7.24 -30.11%

备注：本报表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公司最新股本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6,153.4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43%；实现营业利润30,621.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3.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26.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64%；扣除非

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28.4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90%；基本每股收益0.30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6.25%。 公司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686,153.4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211,071.27万元，增长44.43%，主要因

为：（1）沥青供应链业务收入增加16,979.00万元，增长8.61%(上年合并期为4-12月)。（2）汽车制造、销售及

服务业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184,643.55万元，增长141.40%，主要是因为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莞中汽宏远” ）从2018年8月开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实现营业收入199,169.21万元。

2、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利润30,621.20万元，比上年度增加7,761.21万元，增长33.95%，变动主要因

素为：（1）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运输” ）位于建阳区104亩土地被

收储产生税前收益4,472.35万元， 处置位于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客运中心站产生税前收益1,071.75万元。

（2）2018年1-7月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参股东莞中汽宏远按权益法确认投资

收益-4,825.33万元，2018年8-12月控股东莞中汽宏远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实现营业利润19,166.28万元。

（3）报告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20,174.23万元，比上年度增加计提13,304.41万元，相应减少营业利润，具体

内容详见《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

3、公司2018年度非经常损益7,662.75万元，扣除所得税及少数股东影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

经常损益为3,997.72万元。 公司2018年度非经常损益主要为武夷运输建阳区104亩土地被收储及处置位于

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客运中心站所形成。

4、公司2018年末总资产989,641.06万元，比年初增长38.14%，主要为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7月受让深圳市康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中汽宏远17.5%股权后持股比例增至

51%，东莞中汽宏远从2018年8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 本报告期末股本比期初增加50%， 主要是因为公司于2018年7月实施权益分派， 以当时总股本37,

491.24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该次权益分派进而影响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告编号：2018-092）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1,200-18,500万元、预计变动幅度为-33.01%至10.6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26.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64%；因此，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前次业绩预计无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跃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海宁、会计机构负责人廖世雄签字并盖章

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钟全汉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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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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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通讯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董事会议事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龙学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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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公司2018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状

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

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出具了无异议的说明，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24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通讯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斌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和书面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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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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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及2019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及《2018年度业绩快报》已充分考虑了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对净利润

等财务数据的影响。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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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

性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 公司对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了测试判断，遵

循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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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

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拟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31,349.80万元。计提资产

减值明细如下：

资产项目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

额（万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的比例

商誉 129,425.94 354.33%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账款 1,923.86 5.27%

合计 131,349.80 3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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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仅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将聘请

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商誉减值情况进行评估， 并由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对各项资产减值情况进行审计，最终计入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资产减值金额，

以评估结果及审计结果为准。

3、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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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8年末公司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129,425.9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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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 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的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

计提原因

公司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预计收

购浙江梦幻星生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幻星生

园” ）及深圳市第一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波” ）

股权形成的商誉需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万元）

295,146.44

可收回金额（万元） 165,720.50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数额（万元） 129,425.94

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在确定商誉的公允价

值的过程中， 引入外部估值专家对收购的股权价值的公允价值进

行复核，采用了包括折现的现金流量预测在内的估值方法，如确定

预算收入、 永续期增长率和利润率以及采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参数

的会计估计。 根据上述测试过程，梦幻星生园及第一波经重新估算

后的股东权益价值为165,720.50万元， 公司对该两家子公司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为216,339.40万元，2018年度应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129,425.94万元， 减少公司2018年12月31日商誉账面价值及

2018年度合并营业利润129,425.94万元。

三、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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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131,349.80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预

计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1,283.09万元,相应减少2018年末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31,283.09万元。

受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主要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影响），公司于2019年1月

30日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

营业绩的预计修正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12,000万元至

135,000万元。此外，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相关财务数据

已考虑了相关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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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反映了公司2018年12月31

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8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可以使公司关

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因此，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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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宜。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四届监事会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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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新增销售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业务的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已与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实财富）签订了以下基金的基金销售协议。 经双方协商一致，嘉实财富自2019年

2月28日起销售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以下基金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投资人可

通过嘉实财富办理以下基金的开户、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赎回等业务。 具体公告如

下：

一、适用基金列表及业务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1579 国泰大农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90 国泰智能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59 国泰浓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61 国泰安康定期支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062 国泰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2458 国泰民利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89 国泰民福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593 国泰景气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01 国泰民安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185 国泰招惠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44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245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5246 国泰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746 国泰聚利价值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70 国泰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340 国泰民安增益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006597 国泰利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6598 国泰利享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60223 国泰创业板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160226 国泰民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501016 国泰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27 国泰融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64 国泰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1309 国泰恒生港股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519022 国泰金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注：1、上述表格内标注*的国泰招惠收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国泰聚利价

值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泰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处于封闭期，自该基金进入开放期之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嘉实财富办理相关业务。

2、上述表格内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最低金额限制，转换、赎回最低份额限制请

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如嘉实财富有不同规定，投资者通过嘉实财富办

理相关业务时，需同时遵循嘉实财富的具体规定。

3、投资者通过嘉实财富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否享受费率优

惠、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嘉实财富活动公告为准。

二、定投业务规则

1、定期定额投资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申请，约定每月扣款

时间、扣款金额、扣款方式，由指定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

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费率

相同，每期扣款金额以各销售渠道为准。销售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

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交易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

准。

2、上述表格内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情况，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

业务公告。

三、转换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业务是指投资者在同一销售机构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基

金份额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直接转换成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由该销售机构销售的

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而不需要先赎回已持有的基金份额，再申购目标基金的一种

业务模式。

2、同一基金 A/C�类收费模式之间不可进行转换。

3、若涉及基金的跨TA转换业务仅限于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直销柜台渠道办理。

4、上述表格内基金的转换业务开通情况，请参见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业务公告。

5、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相关业务

1、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53层5312-15单元

客服电话：400-021-8850

网址：www.harvestwm.cn

2、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6-19层

客服电话：400-888-8688

网址：www.gtfund.com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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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份额发售公告》、《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

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2019-018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情况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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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7日，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

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6），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宁

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宏益博欣”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银国际医疗” ）存在减持计划,且仍有减持计划正在进

行中，现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减持情况

1、当前减持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8日披露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 宏益博欣计划通过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496,

54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期

间为2018年8月30日至2019年3月1日；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及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减持期间为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2月14日。

截至2019年2月26日，宏益博欣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2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72%；持有公司29,606,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0%。

2、未来减持计划

宏益博欣目前进行的减持计划将于2019年3月1日到期， 为进一步明确投资者预期，

宏益博欣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相关议案之日起， 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等存在股份减持计划，减持计划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496,54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6%；在后续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如发生派发红利、送红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届

时宏益博欣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14日披露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3），建银国际医疗计划通过集中

竞价、 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8,

417,99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4351%；其中，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的，减持期间为2019年2月11日至2019年8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及协议转让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的，减持期间为2019年1月18日至2019年7月17日。

截至2019年2月26日，建银国际医疗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了3,376,02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76%；持有公司25,041,9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7%。

建银国际医疗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股份相关议案之日

起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等，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继续履行上述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

2019-019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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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披露

了《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13）。 经公司自查发现，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

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8,126,614.92 111,330,620,91

资产净额 89,010,044.82 82,148,533.86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45,384,748.76 130,578,474.23

净利润 6,861,510,96 5,722,967.14

更正后：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8,126,614.92 111,330,620.91

资产净额 89,010,044.82 82,148,533.86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45,384,748.76 130,578,474.23

净利润 6,861,510.96 5,722,967.14

除以上更正内容外，其余内容未有变更，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造成影响。 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告

的编制及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69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

2019-004

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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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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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2,053,733.23 5,380,662,496.25 7.27%

营业利润 123,317,341.66 82,335,400.24 49.77%

利润总额 123,131,747.18 81,925,152.89 5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547,154.84 68,247,002.58 51.72%

基本每股收益 0.29 0.18 6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2% 5.56% 2.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548,732,211.42 13,975,327,766.90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340,693,545.99 1,260,847,960.28 6.33%

股本 373,318,054.00 376,513,608.00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59 3.35 7.16%

注：1、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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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54,873.22万元，较期初下降17.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069.35万元，较期初增长6.33%；公司总股本37,331.81万元，较期初下降0.85%；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577,205.37万元，同比增长7.27%；实现营业利润12,331.73万元，同比增长49.77%；实现利

润总额12,313.17万元，同比增长50.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54.72万元，同比增长

51.72%，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应收款项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较大所致（具体详见2018年1月3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且公司报告期内经营发展稳健，

不存在前述情况。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是：“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0%~5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6,825万元~10,238万元” 。

2018年业绩快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54.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72%。 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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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19-01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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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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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4,235,399.91 1,927,748,425.11 -6.41%

营业利润 -1,699,672,770.87 1,007,479,453.90 -268.71%

利润总额 -1,703,021,708.70 1,004,784,096.99 -26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8,676,857.17 835,828,588.31 -27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17 -27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4% 6.93% 减少19.47个百分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445,054,341.67 14,455,419,619.02 -2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943,256,766.65 12,461,758,710.02 -12.19%

股本 4,974,622,099.00 4,970,238,896.00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20 2.51 -12.35%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8.04亿元，较上年减少6.41%，毛利率较上年增长约3%，主营业

务经营情况稳定；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69亿元，较上年减少275.72%。 主要原因

为：

1、由于证券投资业务受市场波动影响，持有和处置风险投资而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

益合计亏损19.80亿元，导致2018年度业绩大幅亏损；

2、郑州莱士复产计划较预期有所变化，根据专业评估机构商誉减值测试初步结果，计提部分商誉

减值损失（最终数据以评估报告为准）；

3、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较为复杂，产生的中介费用较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9年1月31日，公司发布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27,882万元–152,957万元。

本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经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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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峥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曦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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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

2019-005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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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5,274,287.25 8,855,285,521.76 -8.24%

营业利润 -301,830,850.65 -430,703,650.33 29.92%

利润总额 -318,110,053.31 -524,509,435.03 3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046,084.75 -538,411,641.42 3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26 -1.3460 3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2% -26.42% 4.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71,815,687.20 5,247,911,787.32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23,342,848.61 1,768,388,933.36 -19.51%

股本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56 4.4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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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2,527.4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24％；实现营业利润-30,183.09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92％；实现利润总额-31,811.0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9.3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4,504.6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9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67,181.57万元，较

期初下降1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2,334.28万元，较期初下降19.51%。 公司财务

状况正常。

受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报告期主营销售收入同比下滑；同时，公司战略持有的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对利润有较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36,000万元～-28,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以上业绩预计范围内，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2018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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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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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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63,582.26 411,582,340.50 -38.85

营业利润 -415,427,576.65 -278,226,617.33 -49.31

利润总额 -467,775,210.35 -278,669,183.11 -6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6,961,268.40 -271,999,736.34 -64.32

基本每股收益 -0.5930 -0.3608 -64.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4% -21.51% -32.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23,853,939.55 2,134,482,979.17 -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00,608,437.79 1,047,569,706.19 -42.67

股本 753,778,212 753,778,212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0.80 1.39 -42.45

注：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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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1,663,582.2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8.85%；营业利

润-415,427,576.65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49.31%； 利润总额-467,775,210.35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67.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961,268.4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4.32%。

2.�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23,853,939.5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00,

608,437.79元。

2018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相较上一年度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公司已于早前公告中说明，详见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 公告编号：20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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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中的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若2018年度公司继续亏损，公司2018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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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