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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843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4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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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120,820.72 300,261,988.64 16.94%

营业利润 63,755,515.48 59,522,244.70 7.11%

利润总额 63,822,461.38 59,547,541.79 7.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33,115.19 50,674,935.64 1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1 0.37 10.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8.80% 0.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16,169,132.26 693,655,002.48 1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667,911,627.48 610,399,322.32 9.42%

股 本 140,000,000.00 141,695,000.00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77 4.31 10.67%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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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5,112.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94%，主要系主营

产品销量增长；营业利润6,375.5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1%；实现利润总额6,382.25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23.31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2.94%；利润的增长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的影响。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1,616.91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7.66%，主要系股权投资和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6,791.16万元，较报告期初

增长9.42%，主要系报告期利润5,723.31万元的影响。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为14000万股，较报告期初减少169.50万股，主要系2018年四季

度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和终止实施2017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已授予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16日， 公司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0%至

25%，变动区间为5,067.49万元至6,334.36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23.31万元， 同比增长

12.94%，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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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43

证券简称：泰嘉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5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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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31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并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授权董事

会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等事宜，并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其他相关部门

审批、报备等有关手续。

董事会现已办理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湖南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一、本次工商变更登记的主要事项

变更项目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经营范围

锯切工具、锯切装备、复合材料的研制、开发与生

产；锯切加工服务；锯切技术服务；产品自销及进出

口业务（不含进口分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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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锯切工具、锯切装备、复合材料的研制、开发

与生产；锯切加工服务；锯切技术服务；产品

自销及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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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变更外，营业执照其他登记内容无变化。

二、新取得营业执照的基本信息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533850216

2、名称：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4、住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

5、法定代表人：方鸿

6、注册资本：14000.00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3�年10月23日

8、营业期限：长期

9、经营范围：锯切工具、锯切装备、复合材料的研制、开发与生产；锯切加工服务；锯切

技术服务；产品自销及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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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9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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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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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373,948.39 357,613.95 4.57%

营业利润（万元） 4,944.23 17,876.36 -72.34%

利润总额（万元） 5,050.03 18,372.29 -7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25.51 15,188.47 -74.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3.36% -2.59%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893,051.29 998,618.94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511,499.83 508,153.24 0.66%

总股本（万元） 179,589.05 179,589.0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2.85 2.83 0.7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3,948.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7%，营业利润4,

944.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2.34%，利润总额5,050.0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2.5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25.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4.15%，基本每股收益0.02元/

股，较上年同期下降77.78%。 各项经营业绩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 受行业增速放缓、房地产公司现金流管理逐渐收紧、地方政府债务调控以及传

统园林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园林景观类业务有所收缩，项目结算周

期较长，毛利有所下降；

（2） 2017年公司发行公司债券“17普邦债”于本报告期所产生的利息导致财务费用

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3） 公司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应收账款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导致本报告

期净利润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 《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5） 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037.69万元

至7,594.24万元，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80%至-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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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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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廿七日

证券代码：

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0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普邦股份，股票代码：

002663） 股票交易价格于2019年02月25日、02月26日、02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要更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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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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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动期间，未发生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 截止公告之日，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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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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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30日，2月28日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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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报

以及实际情况与业绩预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廿七日

证券代码：

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公告编号：

2019-025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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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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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872,831.03 1,025,567,733.65 -44.82%

营业利润 -864,686,616.78 56,438,217.93 -1632.09%

利润总额 -871,251,356.90 49,482,893.20 -186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858,119.36 55,870,244.79 -1562.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8 0.08 -14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7% 5.39% -106.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15,507,534.25 2,211,716,533.07 -2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5,685,628.10 1,059,319,781.11 -52.26%

股本 777,902,546.00 730,241,172.00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65 1.45 -55.17%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2018年，金融去杠杆，融资难，公司融资成本不断提升，财务费用增加较大；受营运

资金紧张影响，公司部分业务受到影响，营业收入下降较为明显；另受行业环境影响，子公

司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2、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 公司预计2018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8,

073.79万元，具体计提减值金额将以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2）。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1、营业总收入565,872,831.0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4.82%，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

司营运资金紧张，部分业务受到影响，LED照明系列产品及充电桩系列产品销售收入减少

所致。

2、营业利润-864,686,616.7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632.09%，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公司销售收入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及商誉、应收账款、存货等大额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增

加所致。

3、利润总额-871,251,356.9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60.71%，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

营业利润大幅亏损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6,858,119.3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62.06%，主

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销售收入减少，财务费用增加及商誉、应收账款、存货等大额资产

计提的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5、总资产1,615,507,534.25元，比本报告期初减少26.96%，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末

公司计提了商誉、应收账款、存货等大额资产减值所致。

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05,685,628.10元，比本报告期初减少52.2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亏损所致。

7、股本777,902,546.00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6.53%，主要原因为：公司于2018年完

成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卓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所形成的股本

增加所致。

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65元，比本报告期初减少55.17%，主要原因

为：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年1-12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5,000万元—亏损75,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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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02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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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838,142.70 3,551,471,459.74 -23.95

营业利润 316,129,254.59 473,274,644.46 -33.20

利润总额 318,435,624.52 512,020,475.56 -3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147,926.00 446,724,764.38 -3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48 -3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9.49% -3.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9,300,203,360.01 8,549,338,246.37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040,072,722.35 4,890,090,773.13 3.07

股 本 929,756,977.00 929,756,97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42 5.26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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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1,612.9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3.20%， 利润总额31,

843.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14.79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37.29%。 公司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13,893.58万

元。 近年来，公司在稳固输配电设备业务发展的同时，光伏电站EPC业务也得到长足的提

升，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公司部分客户融资难度增加，年末资金周转紧

张，回款预期未实现，形成一定差异；同时，公司为支持地方光伏扶贫承建的光伏扶贫EPC

项目收款进度也低于预期，公司对应收款项回款情况进行了审慎分析，并严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2、财务费用增加6,691.56万元。报告期内公

司为补充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增加，导致相应利息费用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930,020.34万元，比上年末增加8.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504,007.27万元，比上年末增加3.07%，主要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增加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年度净利润为53,606.97万元至67,008.71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2018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14.79万元，存在主要差异原因详见本

公告中关于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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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58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03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年度净利润变动幅

度20.00%至50.0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3,606.97万元

至67,008.71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囗亏损 囗扭亏为盈 囗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囗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37.29%

盈利：44,672.48万元

盈利：28,014.79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低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区间， 主要原因是：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

13,893.58万元。 近年来，公司在稳固输配电设备业务发展的同时，光伏电站EPC业务也得

到长足的提升，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公司部分客户融资难度增加，年末资

金周转紧张，回款预期未实现，形成一定差异；同时，公司为支持地方光伏扶贫承建的光伏

扶贫EPC项目收款进度也低于预期，公司对应收款项回款情况进行了审慎分析，并严格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具体财务

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845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

2019-012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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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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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95,390,344.80 3,663,651,804.41 11.78

营业利润 113,596,118.73 152,772,130.02 -25.64

利润总额 113,624,142.57 174,905,276.12 -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086,403.19 149,215,405.65 -34.27

每股收益 0.49 0.77 -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17.52% -8.09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536,510,953.38 3,127,537,030.46 4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6,277,736.72 996,276,293.93 15.06

股本 202,787,968.00 201,347,968.00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65 4.95 14.1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公司经营业绩及主要财务状况说明

（一）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9,539.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8%；营业利润

11,359.6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25.64%； 利润总额11,362.41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35.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08.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27%。

（二）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

1、公司在触显一体化业务方面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开拓大品牌客户，增加新项目，销

售业绩持续增长，触显一体化全面屏模组出货金额占比提升，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带动

收入增长。

2、公司在赣州二期建立了先进的高端设备产线，以提升公司制程能力，进一步加大高

端产品占比，并实现产品的全自动化生产，力争打造高端TFT工厂领先制造平台；同时，为

丰富产品种类，公司积极实施横向一体化战略，扩展产业链，投资设立了南昌摄像头模组

工厂。 因赣州二期及摄像头产线建立初期产能利用率较低，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目前，赣州二期产能逐步上升，摄像头产线也已进入了量产阶段，订单不断增加，从

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公司不断加强内部经营管理，2018年末资产负债结构较三季度末有所改善，整体营

运效率持续提升。

（三）财务指标变动幅度达30%的主要原因

1、公司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每股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南昌子公司摄像头工厂投资建立后，2018年主要处于试产及小批量产阶段，产能

利用率较低，对公司整体利润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公司摄像头产线已进入量产阶段，订单

量增加较多。

（2）赣州二期全自动化产线建立初期产能利用率较低，单位产品成本较高，使得公司

整体毛利率有所降低，从而对公司利润情况造成影响。 目前，赣州二期产能正逐步提升，单

位产品成本呈现下降趋势。

2、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为453,651.1万元，较期初增长45.05%，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

规模不断扩大，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增加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本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为-28.29%至-6.18%，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0,700至14,000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与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的业绩预计存在较小差异。 主要原因系预

计的政府补助未全部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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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19-011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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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310,892,202.73 6,161,444,143.42 18.66%

营业利润 1,234,302,273.77 1,181,870,194.80 4.44%

利润总额 1,230,898,447.82 1,181,386,530.35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9,073,298.42 906,770,852.81 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0.98 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5% 21.98% -1.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811,162,844.41 7,059,946,920.31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31,540,655.60 4,471,384,323.06 8.05%

股本 923,426,310.00 923,426,31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5 4.84 8.47%

备注： 索菲亚于2018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2018年9月17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

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截止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账户已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8,746,572股，占公司总股本923,426,310股的0.9472%。 根据《深圳

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在计算相关财

务指标（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按扣减后的总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731,089.2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66%； 利润总额

123,089.8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907.33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7%。 主要原因是：

（一）报告期内，公司以索菲亚定制家具为核心，司米定制橱柜、木门及家具家品的销

售持续带来贡献；

（1）索菲亚定制家具：报告期索菲亚定制家具（含OEM家具家品）的收入为63.94亿

元，同比增长17.44%，专卖店数量已超过2,600家（不含超市店）。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

续加密一、二线城市销售网点，拓展四、五、六线城市的销售网点；另一方面，受益于客单价

的持续增长，同店仍保持稳定的增速。 此外，大宗用户业务发展较快，为公司收入增长助

力。

（2）司米橱柜：报告期司米橱柜的收入为7.21亿元，同比增长21.18%，司米专卖店近

822家。 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经营管理的改善，司米橱柜在本报告期已实现扭亏为盈。

定制橱柜和木门是公司全屋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更多专卖店的开业和收入规

模的扩大，司米橱柜及木门将会成为公司未来营收的新增长点之一，公司 “大家居” 战略

首见成效。

（二）智能化设备和信息化系统的投入、生产基地规模的扩大，使公司定制家具产品

的生产产能大为增加，市场竞争力稳步上升；

（三）公司信息与数字化中心继续在营销与供应链自动化提升、板材利用率提升、产

品与服务质量提升和企业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 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10%，与本次业绩快报没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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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9 - 012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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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4,448.43 206,442.45 57.16%

营业利润 28,982.44 16,170.81 79.23%

利润总额 35,972.41 18,412.81 9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39.91 17,253.05 8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64 0.3429 -16.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9% 5.18% 增加1.7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84,616.61 650,461.96 5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17,482.48 333,357.31 55.23%

股 本 115,202.98 50,321.65 12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49 6.62 -32.18%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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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总体维持稳定。 常州功能材料产业基地二期、三期项目产线

于四季度先后投产，为公司2019年业务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完成对宁国市千洪电子有限

公司100%股权收购，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在电子功能材料业务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增厚

了公司盈利能力。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4,448.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57.16%；营业利润28,

982.44万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79.2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439.91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82.23%。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84,616.61万元，较报告期初

增加5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17,482.48万元， 较报告期初增加

55.23%。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指标大幅增长，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千洪电子

的收购，千洪电子自2018年4月开始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

较报告期初增加幅度为128.93%，主要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发行股

份收购千洪电子所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报告期初减少32.18%，主

要系公司股份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情况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2.13%～181.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为43,500万元～48,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

1、常州一期订单影响

受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下滑等因素影响， 苹果手机在2018年四季度销售量大幅

低于预期；与此同时，尽管公司产品2018年下半年写入部分国产手机品牌的BOM清单，但

新品种的量产进度较慢，导致常州一期四季度实际订单明显低于预算，利润比预算减少约

3,000万元。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

公司2018年度营收增长约57%，年末应收账款总额增加，加上受外部经济环境及金融

面趋紧的影响，公司客户回款周期拉长，本着财务审慎性原则，公司2018年末坏账准备计

提增加约3,500万元。

3、公司新项目未能按期释放利润

常州功能材料产业基地二期、三期项目产线于2018年四季度先后投产，成都PBO纤维

项目也在年末进入设备调试期。 新项目建成投产后， 一方面导致折旧等固定开支大幅增

加，人员规模扩张、产线试生产等因素均导致公司内部成本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新产

线及新产品导入周期较长，上述新项目未能在四季度实现利润反而形成一定亏损，导致整

体利润比预期减少约2,500万元。

4、财务费用比预期增加

公司2018年度业务规模大幅扩张，同时多个新项目处于建设期，为满足日常运营与长

期发展的资金需求，确保资金链安全，公司加大了银行融资力度，加上受到国内金融市场

环境变化影响，银行融资成本上升，导致公司财务费用比预期增加超过1,000万元。

5、管理费用相关科目支出

2018年下半年，公司为进一步完善全面预算管控体系，聘请外部知名培训机构对管理

团队、核心骨干员工等先后进行多次封闭式集中专项培训，累计参与培训人员接近2,000

人次，加上其它咨询类项目，导致四季度管理费用比预计增加了近1,000万元。公司员工股

权激励计划中的期权行权，也导致四季度管理费用比预计增加超过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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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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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业务主体近30家，其中包括多家海外公司，导致年度财务决算的周期较长。

因相关部门责任人工作疏忽，未能及时了解公司预算与实际经营数据的差异，导致公司未

能及时对业绩预告进行修正，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对业绩预告未及时修正向广大投资者表

示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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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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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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深圳市中新赛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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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9,120.80 49,781.06 38.85

营业利润 22,071.95 14,140.66 56.09

利润总额 22,331.54 14,469.74 5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75.48 13,233.12 54.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92 1.61 1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5% 20.09% -3.1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3,412.24 163,873.67 3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29,387.50 113,914.52 13.58

股 本 10,672.00 6,67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2.12 17.08 -29.04

注：

1、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

益按本期调整后的股本总额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公司2018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38.8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度增长54.73%，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增长19.25%，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趋势，主要原

因是：

1）国内外互联网、通信网流量持续增加，大数据分析（含人工智能）、网络内容安全需

求继续加大；

2）公司继续加大国内外市场拓展力度，销售区域覆盖面继续扩大，使得网络可视化业

务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

3）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重视产品研发和创新，提高了研发效率，保持了技术

领先优势；

4）通过发挥公司各产品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了新的行业解决方案，并在政府相关细

分行业取得规模性突破；

5）公司重视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使得公司产品和服务得到了国内外客户较高的认

可。

2、财务数据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到30%以上的说明

公司2018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38.85%， 主要是数据流量的持续增长以及销售

渠道建设取得良好成果所致；同时，公司产品升级优化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产品竞争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满足了客户多方面的需求，使得公司营业总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2018年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56.09%、54.33%和54.73%，主要是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所致；另外，上述指标增

长幅度高于营业总收入增长幅度， 主要是公司2018年软件增值税退税收入和利息收入较

上年增加较多所致。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30.23%，主要是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导致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较年初大幅增长所致。

2018年末，公司股本较上年末增长60.00%，主要是公司2018年5月4日实施了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40,020,

000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为40.00%至70.0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8,526.37万元至22,496.3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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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