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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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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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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683,436.87 668,266,265.08 15.18%

营业利润 -147,124,177.21 -404,679,569.71 63.64%

利润总额 -216,455,058.88 -406,899,343.23 4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46,577,684.81 -404,503,522.95 39.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390 -2.1968 3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3% -62.45% -14.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81,609,313.45 3,321,796,054.31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98,895,153.54 445,472,838.35 -55.35%

股本 184,132,890.00 184,132,89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08 2.42 -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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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63.64%、

46.80%、39.04%。 其主要原因是：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50,

195,185.35元，2018年未有商誉减值。

本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1.根据南充项目华盛公司、杜其星诉公司案件判决结果，公司计提诉讼费、工程成本、违约金及利

息增加共计17,354.76万元，增加当期成本和费用17,354.76万元。

2.本报告期内，公司带息负债增加及融资成本上升，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增加5,695.31万元，增长

57.53%。

3.本报告期内，因市场变化，根据苗木资产的评估结果，公司计提了1,173.21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二）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

年年末下降了55.35%，主要原因是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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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因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亏损，预计在2018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

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投资者关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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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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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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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9

年2月26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

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清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

63,088,955.32元，转回合计31,039,757.47元，转销合计 2,475,394.55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

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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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

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

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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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2

月26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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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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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以通讯传真方式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

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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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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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做好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合并商誉、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

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分的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减

值项目、金额以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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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合并商誉、 应收账

款、存货、固定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合计63,088,955.32元，转回合计31,039,757.47元，转销合计 2,475,394.55元，现将具体

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数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坏账准备 165,710,974.75 51,356,841.63 31,039,757.47 382,819.07 185,645,239.84

存货跌价准备 15,612,100.21 11,732,113.69 2,092,305.87 25,251,908.03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15,467.33 1,015,467.33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

7,894.75 269.61 7,625.14

其中：成熟生产性生

物资产减值准备

7,894.75 269.61 7,625.14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7,308,549.03 7,308,549.03

商誉减值准备 250,195,185.35 250,195,185.35

其他减值准备 -

合计 439,850,171.42 63,088,955.32 31,039,757.47 2,475,394.55 469,423,974.72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63,088,955.32�元，转回合计31,039,757.47元，转销

合计2,475,394.55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减少20,472,369.98元，相应减少2018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472,369.98元。

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坏账准备期初账面余额为165,710,974.75元，因大额应收款项跨期未收回，根据公

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本期内计提坏账准备51,356,841.63元，转回坏账准备31,039,757.47元，转销

坏账准备382,819.07元，共计新增坏账准备19,934,265.09元，期末账面余额为185,645,239.85元。

2.存货跌价准备

本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期初账面余额为15,612,100.21元，本期计提减值准备11,732,113.69

元，本期转销减值准备2,092,305.87元。其中，由于销售计入营业成本1,965,852.14元，由于报损计入

管理费用95,422.97元，计入营业外支出31,030.76元。 期末账面余额为25,391,831.21元。

为公允的反映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的状况， 公司聘请了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之分公

司———苗花分公司种植的位于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和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两块苗木基地上的中东海

枣、加拿利海枣两个苗木品种进行减值测算，并出具《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苗木花卉

经营管理分公司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的消耗性生物资产评估项目》（中和评报字 （2019）第

KMV1007号）。 根据该评估报告，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苗木资产的账面为28,495,213.69元，按

照市场法评估该苗木资产的可变现净值为16,763,100.00元，本期计提减值为11,732,113.69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

63,228,878.51元，转回合计31,039,757.47元，转销合计2,475,394.55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

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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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充分、公允的反映了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

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

后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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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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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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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878,709.99 4,081,266,654.71 17.98%

营业利润 739,380,517.47 649,242,596.69 13.88%

利润总额 721,505,160.23 638,347,103.12 1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7,791,312.43 540,705,102.00 1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 0.45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2% 8.25% 下降0.13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514,089,648.84 7,887,369,191.32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59,731,856.86 7,110,187,472.49 6.32%

股本 1,206,306,583.00 1,204,635,583.00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7 5.90 6.2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1,487.87万元，同比增长17.98%，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

收入增长所致。

2、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3,938.05万元，同比增长13.88%；2018年公司利润总额72,150.52万元，同

比增长13.03%；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779.13万元， 同比增长10.56%。 公司经营情况正

常，符合预期。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55,973.19万元，较期初增幅6.32%，主要系报告期内盈利的增

加和股票期权行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公司2018年业绩预计是：“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预计为10%~30%”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0.56%，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

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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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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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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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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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该议案已经 2018年11月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8年11月20日披露了《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告编号：2018-071）。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为进一步维护投资者利益，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公

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对《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

告书》（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中涉及的股份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等要素进行调整。

一、调整前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 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数量6,17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11.09元/股，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10.30元/股，支付的

总金额为66,562,558.75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本次回购事项调整情况

（一）对回购报告书“一、3、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进行调整。

调整前：

回购股份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数量、比例和回购资金总金额：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00元/股（含）。 根据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1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8.00元/股（含）进行测算，若全额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55.55万股，占公

司目前总股本0.46%。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在本次回购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后：

回购股份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的数量、比例和回购资金总金额：拟回购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8.00元/股（含）。 根据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30,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上限18.00元/股（含）进行测算，若全额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66.66万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38%。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在本次回购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回购完成前，若公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二）对回购报告书“一、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进行调整。

调整前：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调整后：

本次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少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资金来

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对回购报告书“三、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进行调整。

调整前：

假设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8.00元/股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

毕，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55.55万股，根据截至 2018年6月30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本次回购股份

预计可能对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造成以下影响：

1、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公司总股本没有变化，股

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预计）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6,899,106.00 17.98% 222,454,661.00 18.44%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9,407,477.00 82.02% 983,851,922.00 81.56%

总股本 1,206,306,583.00 100% 1,206,306,583.00 100%

2、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被注销，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预计）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6,899,106.00 17.98% 216,899,106.00 18.06%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9,407,477.00 82.02% 983,851,922.00 81.94%

总股本 1,206,306,583.00 100% 1,200,751,028.00 100%

调整后：

假设按本次最高回购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18.00元/股测算，且本次回购全部实施完

毕，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666.66万股，根据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股本结构数据测算，本次回购

股份预计可能对公司总股本及股本结构造成以下影响：

1、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公司总股本没有变化，股

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预计）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7,163,106.00 18.00% 233,829,772.00 19.38%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9,143,477.00 82.00% 972,476,811.00 80.62%

总股本 1,206,306,583.00 100% 1,206,306,583.00 100%

2、假设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被注销，公司总股本将减少，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预计）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7,163,106.00 18.00% 217,163,106.00 18.25%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9,143,477.00 82.00% 972,476,811.00 81.75%

总股本 1,206,306,583.00 100% 1,189,639,917.00 100%

（四）对回购报告书“四、管理层就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影响的分析”进行调整。

调整前：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8,311,953,274.7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7,458,089,854.06元，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2,700,291,018.19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48,066,022.84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1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8年6月30日未经审

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1.20%，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34%。

本次回购计划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信心，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并为公司进一步完善长期激励机制和未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预计回购数量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公司上市条件，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

司地位。

调整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8,514,089,648.8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7,559,731,856.86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4,814,878,709.99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97,791,312.43元。 假设此次回购资金3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8年12月31日未经

审计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3.52%，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97%。

本次回购计划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长期内在价值的信心，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并为公司进一步完善长期激励机制和未来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本次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 预计回购数量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公司上市条件，回购后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

司地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调整回购股份事项是为了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战略发展所做出的相应

调整和审慎决定，有利于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实际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

《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回购事项的实施。

四、其他说明事项

1、其他未调整内容以回购报告书为准。

2、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

购股份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维护股东

利益，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为公司在资本市场树立良好形象、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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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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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以岭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

公司决定对《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中涉及的股份回购资金总额、数量及占

总股本的比例等要素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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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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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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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280,225.40 2,507,178,850.17 5.83

营业利润 278,640,433.82 258,904,157.52 7.62

利润总额 278,181,565.65 259,011,815.73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788,847.20 210,250,060.08 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55 0.4431 -2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11.14% -0.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228,180,788.28 3,616,494,581.87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048,348,905.89 2,055,312,102.44 -0.34

股 本 874,503,000.00 485,835,000.00 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34 4.23 -44.68

注：

1.以上数据根据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股东

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损益）填列；

3.以上数据上年同期、报告期初与原2017年年报披露数据有调整，主要是因公司收

购了同一控制下企业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所持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司

的51%股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将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

装备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53,280,225.4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3%；营业利

润为278,640,433.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2%；利润总额为278,181,565.65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3,788,847.20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44%。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2018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和工作计划，稳步推进

各项工作，通过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公司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 特别是结合所处行

业发展水平和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国外市

场不断做实做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外市场良好发展态势促使公司营业收入、营业

利润与净利润持续增长。

2.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年末， 公司财务状况保持良好。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4,228,180,

788.28元，较期初增长1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48,348,905.89

元，较期初下降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34元，较期初下降44.68%。

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为：公司以现金216,214,900.00元收购陕西柴油机重工有

限公司所持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司的51%股权， 减少了公司资本公积122,

441,512.21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

3.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股本

本报告期末股本为874,503,000.00元，较期初增长80%，均为2018年5月进行2017

年权益分配时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38,866,800.00元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34元，较期初下降44.68%，主要

为本报告期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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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2.具体数据将在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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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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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9-005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左乙拉西坦缓释片药品注

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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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药品注册批件》。 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批件》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0.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类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059

药品生产企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

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二、其他相关情况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用于12岁及以上的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的加用治疗。

左乙拉西坦是一种具有全新抗癫痫作用机制的新型抗癫痫药物，其最早由比利时

UCB公司研制，缓释片剂型于2008年获FDA批准在美国上市。 目前，国内已上市剂型

为片剂、口服溶液、注射剂，尚无缓释片上市销售。

公司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为国内首家上市，并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填补

了国内同类剂型的空白；其将与公司已上市产品“左乙拉西坦片（片剂）” 形成优势互

补，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管线，并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提高患者长期用药的依

从性，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的上市， 对公司今后的业绩提升和长远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但具体销售情况将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94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

2019-00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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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761,145.73 4,153,776,609.23 11.94%

营业利润 1,719,711,786.33 1,714,622,722.09 0.30%

利润总额 1,706,027,742.00 1,715,322,620.40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6,689,234.28 1,451,887,258.87 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9 1.3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1% 25.94% -2.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807,346,858.07 6,864,381,571.05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61,580,023.88 6,052,938,002.12 10.06%

股 本 1,046,016,000.00 1,046,01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37 5.79 10.02%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计

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整体经营情况和财

务状况良好，新产品逐步放量。 同时，受“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 政策的影响，医院终

端备货、库存略有调整，公司第四季度营收增速略为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预计实现营

业总收入4,649,761,145.73元，同比增长11.94%；营业利润1,719,711,786.33元，同

比增长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56,689,234.28元，同比增长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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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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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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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

2019-011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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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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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2,728,467.50 10,353,118,937.89 1.73

营业利润 2,688,353,982.32 3,053,979,458.23 -11.97

利润总额 2,716,344,113.27 3,055,461,876.97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7,413,266.02 2,502,413,958.33 -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5 1.25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2% 19.14% 降低3.0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004,795,413.17 20,846,353,820.17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425,275,006.35 12,886,662,146.51 -3.58

股 本 2,032,020,889.00 2,032,095,4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11 6.34 -3.63

注 1、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注 2、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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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728,467.50元，同比增长1.73%；实现利润总额2,716,344,113.27元，同比降低11.1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7,413,266.02元，同比降低8.59� %。 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降低的主要原因：

（1）本期钛白粉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毛利率略有降低；

（2）本期铁精矿售价降幅较大，导致矿产品利润降低；

（3）本期类金融子公司出现逾期项目，按照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004,795,413.17元，较期初增长0.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425,275,006.35元，较期初降低3.5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23日， 公司披露了2018年三季度季报预计业绩为：2018年1-12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217.26万

元—300,289.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0%【详见2018年10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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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19-019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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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2,695,261.61 2,747,008,445.08 -1.98

营业利润 39,755,095.03 77,473,616.17 -48.69

利润总额 37,745,321.52 81,176,016.37 -5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96,634.57 62,561,189.86 -4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4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4.81% -2.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046,771,244.87 2,625,386,580.31 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202,505,074.32 1,178,141,857.82 2.07

股 本 150,680,000.00 150,68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7.98 7.82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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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9269.53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1.98%；实现营业利润3975.51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48.69%；实现利润总额

3774.53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53.5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89.66万元，比上年同期降低49.02%； 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

同期降低5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同期降低2.19%；总资产304677.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20250.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上年同期增加2.05%；公司股本无变化。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48.69%，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降低53.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降低49.02%，主要

原因是公司融资成本增高导致财务费用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萃华廷（北京）珠宝有限公司因开业时间较短，为拓展市场导致销售费用

增加，同时公司购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一处房产导致折旧费用增加所致；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降低50%，主要原因是净利润降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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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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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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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关于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757

证券简称：罗博特科 公告编号：

2019-012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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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63,843,516.82 428,862,172.92 54.79%

营业利润 116,449,781.10 102,305,449.42 13.83%

利润总额 116,132,050.16 102,422,423.72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55,102.11 86,920,574.09 1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5 1.45 1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3% 49.21% -12.4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92,289,450.10 707,417,646.01 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9,219,671.36 220,147,496.79 45.00%

股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32 3.67 44.96%

注：本表数据均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3,843,516.82元， 较上年增长54.79%； 实现营业利润116,449,781.10元， 较上年增长

13.83%；实现利润总额116,132,050.16元，较上年增长13.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55,102.01元，较上年增长

13.9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65元，较上年度增长13.79%；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6.73%，较上年下降了12.4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54.79%，主要原因是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92,289,450.10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6.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19,219,

671.36元，较上年增长45.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32元，较上年增长44.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主要原因为2018年末股本数与2017年末股本数持平，而公司本年度销售收入稳步增长，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55,102.11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预测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61.26-12,168.88万元，较2017年同比增长约10%至4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99,055,102.11元，与上述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8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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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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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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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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110,934.64 349,236,707.65 -21.23%

营业利润 21,672,659.83 88,387,257.59 -75.48%

利润总额 21,676,923.38 93,722,074.72 -7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49,259.31 79,800,314.93 -7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97 -6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13.64% -10.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37,404,009.09 687,195,289.62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25,341,183.38 618,019,567.94 1.18%

股本 83,350,000.00 82,670,000.00 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7.50 7.48 0.27%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5,110,934.6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1.23%，主要原因是受客户Kaiam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影响，

公司针对数据通信领域的光有源器件销售大幅下降，全年仅实现销售1,692万元。 公司在2018年三季度完成对成都迪谱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其PON光模块业务在下半年实现销售增长，对公司整体销售业绩贡献5300余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1,672,659.8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5.48%；利润总额21,676,923.3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6.8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449,259.3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74.37%，基本每股收益0.3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2.89%，主要原因

是：

1）公司针对数据通信领域的光有源器件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2）鉴于美国Kaiam公司2018年经营业绩下降及近期进入托管程序，公司对Kaiam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大额减值计提。

2、报告期内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总资产为737,404,009.09元，比期初增加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25,341,183.38元，比期初增加1.18%；归属于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50元，比期初增加0.2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8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讨论。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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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