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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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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2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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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经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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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99,807.56 391,608.05 27.63%

营业利润 23,591.58 20,136.59 17.16%

利润总额 23,479.83 19,711.71 1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434.89 14,960.30 16.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7 0.66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8.78% 0.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1,562.75 434,094.81 1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4,529.11 177,761.27 9.43%

股本（万股） 22,500.00 22,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65 7.90 9.49%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3、上述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27.63%，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7.16%，利润总额比

上年同期增长19.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6.54%，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了各

业务板块和战略客户的投入和拓展力度，工程合同量和产值有所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15.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报告期初增长

9.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9.49%，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业绩积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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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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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8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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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洪孝先生主持。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进行了合理性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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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进行了合理性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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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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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9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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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宋雪山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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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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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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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2月28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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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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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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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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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现根据相关规定，将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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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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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应

收款项、其他应收账款、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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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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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其他应收

账款、 固定资产等， 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8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21,

735.50万元，明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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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净利润的

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1,372.75 142.86%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362.75 2.42%

合计 21,735.50 145.28%

注：上述数据均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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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人民币21,735.50万元， 相应减少公司

2018年年末所有者权益人民币21,735.50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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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公司应收账款包括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依据、方式：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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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金额在2,000万元以上（含）的款项；其他应收款金额在200万元以上

（含）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

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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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①确定组合的依据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②账龄分析法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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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

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数额和原因说明

公司签署的装饰工程合同对进度款、结算款和质保金等款项的收取时点有相关明确约定，在项目管

理中已到期应收款和未到期应收款在风险特征和管理实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对

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并记入当期损益，存在部分款项尚未达到与甲方约定的收取时点，但公司已经按

账龄计提了较大额坏账准备。

本次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为人民币21,372.75元，2017年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为人民

币13,009.25万元，同比增长64.29%，主要原因一方面系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余额增长，另一方面受个别

大型工程项目完工后竣工决算办理时间较长或发包方延迟支付工程款项进度等因素影响，该等工程的应

收账款账龄延长，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提高。

本次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为人民币362.75万元，2017年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为人

民币334.26万元，同比增长8.52%，主要原因系一方面随着业务订单的稳定增长，所涉及的投标、履约及其

他保证金增长，另一方面个别大中型工程项目的项目周期延长，所涉及的履约保证金账龄延长。

四、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循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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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进行减值测试后基于谨

慎性原则而作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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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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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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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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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1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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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规定的起始

日开始执行。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上述文件规定，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本通知附件2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财

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同时

废止。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取的报告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执行。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采取的报告格式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

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

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

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通知的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14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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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842,319.57 2,549,870,488.54 9.84%

营业利润 115,768,433.31 293,362,924.58 -60.54%

利润总额 115,634,232.63 289,348,561.65 -6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290,492.71 240,455,346.54 -6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28 -63.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4.67% -2.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660,248,899.34 6,760,137,200.61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48,519,352.68 4,901,249,710.84 -7.20%

股本 810,606,519.00 861,595,025.00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66 5.69 -0.59%

注：①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②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2017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对上述议案部分内容进

行调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回购股份6,289,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75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计算

定期报告中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

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9.84%。 其中，公司主营业务云通信服务收入增长9.79%。

报告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0.54%，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减少

60.04%、67.44%、63.54%，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报告期公司主营云通信服务收入和毛利均继续保持较好增长，但其间大幅投入了面向5G商用的富媒体通信富信

（RCS）、视频云、物联云等云通信相关新产品研发及业务试运行，导致期间费用增加近9,100万元，其中新产品及新技术

研发投入费用增加约6,200万元；新产品及创新业务试运行相关费用投入增加约2,900万元；

2、报告期，传统电力电子业务亏损，期间陆续退出，相关固定资产、存货等各项资产处置损失及减值准备计提共计约

1亿元；

3、报告期，包括处置电力电子资产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约1亿元；

4、报告期，政府资助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约4,500万元。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期末分别减少7.2%、0.59%，

主要是公司投入46,306,768.92元在二级市场上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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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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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15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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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 证券简

称：梦网集团，证券代码：002123）于2019年2月25日、2月26日及2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公司针对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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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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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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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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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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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28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 公告编号：2019-010）、《2018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2019-014），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

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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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18

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临

2019-02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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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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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7,227,526.07 6,540,626,308.65 -4.49%

营业利润 913,985,979.91 1,230,913,413.96 -25.75%

利润总额 926,210,471.99 1,226,039,856.06 -2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6,041,594.58 1,004,882,891.14 -2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10 0.4074 -3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0% 21.93% 减少9.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114,910,620.65 14,337,649,856.16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64,560,612.33 5,790,881,553.14 9.91%

股 本 2,588,713,789.00 2,584,549,733.0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586 2.2406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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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在深化氯碱新材料一体化产业链的基

础上，重点推动土壤改良、新材料、氢能源等业务的发展，同时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和管理创新”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本年度氯碱产品产销量稳定，经营效益良好。 但由于第四季度部分产品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同时公

司根据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 补充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本年度净利润较上年有所下

滑。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4,722.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2,604.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75%。

（二）报告期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本年度盈利较好使得期末未分配利润增加；本年度完成股票期权行权使

得总股本有所增加。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411,491.06万元，较期初减少1.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36,456.06万元，较期初增加9.91%；总股本为258,871.38万股，较期初增加0.1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在90,000万元至102,000万元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低于前次业绩预计范围

的下限，不存在重大差异。 主要由于第四季度部分产品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同时公司根据期末应收账款

的回收情况，补充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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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

2019-009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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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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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749,394.07 845,085,867.44 7.30

营业利润 725,863,014.60 419,310,622.71 73.11

利润总额 757,858,179.45 419,804,811.12 8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3,350,043.28 413,970,919.87 7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26 5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90 9.17 2.7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283,507,241.04 6,930,312,592.50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512,816,485.37 5,807,134,267.86 12.15

股本 1,844,896,231.00 1,844,896,231.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53 3.15 12.0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1、2018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0,674.9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30%； 实现营业利润72,

586.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11%；实现利润总额75,78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53%；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33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15%。

本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收回对外投

资本金、获取投资收益及主营业务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移动游戏的研发、运营和发行核心业

务，围绕“产品前段自研引擎+后端开发系统+自研云运营架构”模式，持续加强新游戏研发，努力扩展新

市场，推进改善精益管理，公司发展稳中有进。

2、2018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53.85%，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大幅增加所致。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728,350.72万元，较期初增长5.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51,281.65万元，较期初增长12.15%。

公司总资产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增长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大幅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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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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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737

证券简称：科顺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7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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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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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309,066.30 203,878.81 51.59%

营业利润 22,320.76 25,975.39 -14.07%

利润总额 22,421.87 26,071.55 -1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02.93 21,768.00 -1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48 -35.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0% 16.15% -8.7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90,881.82 254,548.24 9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0,866.96 144,310.19 101.56%

总股本（万股） 61,066.66 45,8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76 3.15 51.11%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2018年度，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初制定的经营管理目标，积极开展各项业务，并结合公司上下游

市场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实现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9,066.30万元，

同比增长51.59%， 主要系公司生产能力提升， 销售业务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

602.93万元，同比下滑14.54%，基本每股收益为0.31元，同比下滑35.42%，主要系2018年公司沥青等主要

原材料采购价格大幅上涨，生产成本增加，导致毛利率有所下滑所致。

（二）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490,881.82万元，同比增长92.84%，净资产290,866.96万元，同比增长

101.56%，主要系公司2018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140,105.12万元资金以及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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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

号：2019-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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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公司

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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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顺防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85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

2019-007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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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947,424,720.86 5,001,881,612.76 98.87

营业利润 395,007,286.34 198,589,710.98 98.91

利润总额 396,955,090.17 201,757,076.98 9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072,312.39 131,932,271.39 13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87 0.1701 8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3% 6.17% 0.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934,539,381.03 5,900,720,713.22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630,238,508.95 4,346,119,783.88 6.54

股 本 1,007,690,641 1,007,690,64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5949 4.3130 6.54

注1：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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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4,742.4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8.87%； 营业利润为39,500.7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91%；利润总额为39,695.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1,107.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78%。 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公司落实高端化、智

能化战略，2017年9月完成非同一控制合并新增子公司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2018全年度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增加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利润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为593,453.94万元、463,023.85万

元，比年初分别增长0.5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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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2018年业绩预计

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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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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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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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09

广东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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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化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52,510,077.32 3,145,194,889.18 19.31%

营业利润 197,638,447.73 196,958,232.40 0.35%

利润总额 197,210,273.38 197,712,742.23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860,326.10 153,737,339.81 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20 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5.49%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化幅度

总资产 3,815,997,320.52 3,530,728,887.56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987,425,850.54 2,860,595,662.57 4.43%

股本 754,329,268.00 754,329,26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96 3.79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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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251.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31%，营业利润19,763.84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0.3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886.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33%。 本报

告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国内汽车厂市场，主营业务持续增加，整车销售

及后市场业务也稳定发展，同时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增长。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较年初增长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

初增长4.43%，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滚存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为12,298.99万元至18,448.4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20%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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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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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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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9-17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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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407,832.48 932,771,728.32 7.79%

营业利润 210,761,728.88 151,822,165.80 38.82%

利润总额 212,061,219.88 156,852,653.08 3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534,213.31 133,150,739.85 3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0.46 3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5% 9.92% 2.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29,756,315.42 1,579,917,773.10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79,846,139.89 1,341,120,538.86 17.80%

股本 294,682,500.00 196,455,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36 6.83 -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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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初，公司新建年产3万吨牛磺酸食品添加剂项目完成建设，持续推进单体车间调试直至整条

生产线联合试车，基本没有影响原有牛磺酸生产线的运行，牛磺酸全年的产销量略有增长，在价格上涨

的情况下，牛磺酸营业收入及利润均有所增长。 环氧乙烷价格全年呈下行趋势，特别是第四季度价格下

降较快，对生产装置运行及效益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为进一步促进环氧乙烷装置的正常运行，下半年

公司收购了湖北凌安科技有限公司， 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018年，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5,407,

832.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9%；营业利润210,761,728.8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82%；利润总额212,

061,219.8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534,213.31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34.08%；基本每股收益0.61元，同比增长32.61%。 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长34.08%,营业利润较上期增长38.82%，以及利润总额较

上期增长35.20%, 主要系本期牛磺酸价格上涨， 牛磺酸利润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期增长

32.61%,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股本较期初增加50%,主要系公司实施利润分配，用资本公积金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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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3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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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35%至60%。 本次业

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比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下限略低，不存在重大差异，略低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第

四季度环氧乙烷价格下降较快，环氧乙烷装置运行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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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