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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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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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803,927.70 1,652,076,282.01 -19.02%

营业利润 -262,317,294.97 22,304,758.01 -1276.06%

利润总额 -262,620,381.67 27,407,883.52 -105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02,559.72 13,065,004.57 -201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100 0.0500 -19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7.00% 1.51% -3448.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14,644,404.87 2,047,914,695.95 -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61,080,112.50 850,558,239.12 -34.03%

股本 274,327,707.00 274,780,458.0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05 3.15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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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37,803,927.70元，同比减少19.20%；实现营业利

润-262,317,294.97元，同比减少1,276.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002,559.72元，

同比减少2,013.53%。

(二)、2018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27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

少2,013.53%，主要原因：

1、光伏资产减值：公司根据目前光伏电站的市场情况分析，电站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计提大额

资产减值准备，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

计后确定。

2、光伏逆变器业务资产减值：公司控股子公司光伏逆变器业务受宏观经济及光伏行业环境影响，

客户订单锐减，欠款逾期，退货聚增，导致库存积压，业绩大幅下滑，存在资产减值风险。 逆变器业务资

产计提减值准备，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以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资质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确定。

3、投资减值：公司主要投资标的受国内外经济形式影响，未能完成既定经营目标，业绩大幅下滑不

及预期，存在资产减值风险，对投资标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以评估及审计机构进

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4、应收账款、库存等经营性资产减值：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部分客户经营状况出现恶化，存在无

法偿还应收账款的风险；受客户需求不达预期、产品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部分库存存在减值迹象，公

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应计提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 最终计提金额由公司聘请的具有

证券期货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确认。

三、与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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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披露的2018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情况不

存在重大差异。 差异原因主要系各项减值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评定的初步

数据与公司前期预测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以评估机构评定数据为准。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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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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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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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已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鉴于本次审议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经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确认时间较长，经全体董事确认，一致同意于2019年2月27日紧急召开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当参

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 会议由董事长顾永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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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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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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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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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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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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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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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

资料已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鉴于本次审议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经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确认时间较长，经全体监事确认，一致同意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现场及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廖青莲女士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依

据充分合理，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详情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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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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源” 或“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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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相关规

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2018年12月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存

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

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部分呆滞及不良存货、个别长期

投资、电站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确定为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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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期

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88,283,048.21元；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1,050,701.00 53,889,855.24 371,550.04 116,463.30 114,452,542.90

其他应收坏账准备 7,435,788.74 1,554,224.55 45,844.99 8,944,168.30

存货跌价准备 24,118,510.00 55,438,418.68 9,012,053.64 70,544,875.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

11,625,860.00 21,001,267.21 32,627,127.21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27,945,500.55 27,945,500.55

固定资产减值 108,846,569.84 108,846,569.84

在建工程减值 10,780,737.39 10,780,737.39

商誉减值 1,624,635.28 8,826,474.75 10,451,110.03

合计 105,855,495.02 288,283,048.21 9,383,603.68 162,308.29 384,592,631.26

3、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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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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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明细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5%，一到二年计提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50%，四年以上计提100%。 2、单项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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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金额(元) 53,889,855.24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恶意拖欠、经营困难、涉诉的应收账款，考虑回款尚存在不

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8,091,657.94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8,091,657.9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5%，一到二年计提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50%，四年以上计提100%。 2、单项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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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金额(元) 1,554,224.55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

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

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金额(元) 55,438,418.68

计提原因

由于部分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因产品升级等因素影响，根据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预计

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权益工具的累计减值＝权益工具账面价值－期末公允价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 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以后，预

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认定该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

计提金额(元) 21,001,267.21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 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

析确认发生减值。

5、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长期股权投资的累计减值＝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长期股权投资在期末时按账面价值

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来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27,945,500.55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 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

析确认发生减值。

6、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426,221,046.56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26,221,046.5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固定资产的累计减值＝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

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

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

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应按单项资产计提。

计提金额(元) 108,846,569.84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三家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因企业经营所处的行业、技术及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7、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账面价值(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在建工程的累计减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

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应当计提

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10,780,737.39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新余茂硕光伏电站项目在建工程，因企业经营所处的行业、技术及市场环境等

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8、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商誉的累计减值＝商誉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商誉

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迹象。 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当至少在每年年

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企业应当将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商誉减值准

备。

计提金额(元) 8,826,474.75

计提原因

公司2013年因收购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伏逆变器业务产生商誉10,451,

110.03元，逆变器业务经营所处的行业及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商誉经公司聘请的

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1-12月公司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88,283,048.21元，将减少2018年1-12月营业

利润288,283,048.21元。

公司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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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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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更

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价值准备事项。

五、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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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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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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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依

据充分合理，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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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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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依据充

分，决策程序合法，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

的财务信息，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2、《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3、《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的独立意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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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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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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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8人。独立董事蔺会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会议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锴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议案》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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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规定， 为了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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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同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

负债。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

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

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的预计负债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独立董事徐勇先生和曹玉璋先生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蔺会杰

先生未出席会议亦未发表意见。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公告》。

本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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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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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海冰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议案》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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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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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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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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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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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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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同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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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议案》，该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情况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原因

游戏行业在人口红利消失、行业增速下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经受了监管

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压力。 影视行业方面，监管从多维度持续加强行业监管，受此影响，市

场对于影视行业预期产生明显下调。

游戏与影视是公司经营及投资的两大核心板块， 在以上的行业发展背景和政策与市

场环境变化的叠加作用下，公司各子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

公司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子公司的应收款项、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

估。 经减值测试，公司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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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2018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9,761.81万元，因公司或子公司以劣后级合

伙人身份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合伙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

购或差额补足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154,738.43万元。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度。具体

情况如下：

（1）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减值准备金额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合并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415.00 14,000.00 17,455.34 400.00 33,470.34

长期股权投资 943.27 142,859.36 35,521.05 - 179,323.68

商誉 3,037.89 481,401.68 - 484,439.57

应收款项 8,691.91 1,500.77 10,192.68

合计 15,088.07 639,761.81 52,976.39 400.00 707,426.27

注：本年度减值准备合并增加金额为：因触发并购基金回购条款，将并购基金纳入合

并范围增加所致。

（2）公司2018年度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合伙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购或差

额补足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154,738.43万元。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具体情况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及预计负债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

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公司针对并购基金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

号-资产减值》规定，复核并购基金出资份额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通过评估并购基金投资的

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按照并购基金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乘以标的公司全部

股东权益价值估计并购基金出资份额的可收回金额并与并购基金出资份额账面价值进行

比较。 2018年度受市场竞争及政策监管因素影响，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期，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该项资产进行估值咨询对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东

权益价值进行估值咨询，公司依据初步估值结果，按照并购基金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乘以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估计并购基金出资份额的可收回金额。

公司针对持有的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602）及MOMOINC

（美股股票代码MOMO），因其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以每年最后一个

交易日股票收盘价计算其公允价值；

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主要涉及游戏研发及运营、影视广告等；公司每

年都会对其进行减值测算，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对其提供评估咨询。 2018年公司聘请专业

的评估机构对其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估值咨询， 从而确定公司持有的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

额。 2018年度公司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受前述行业情况及政策影响，游戏及影

视广告等公司盈利能力及发展能力不足，部分公司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的投资进行梳理，并结合现

有资料秉持严谨的态度，依据测算结果得出相关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104,751.00万元，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余额359,584.16万元；因本期合并范围变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增加17,

455.34万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增加35,521.05万元；经测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

金额预计可收回金额88,736.0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预计可收回金额215,781.53万元；公司

拟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14,000.00万元， 拟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142,

859.36万元，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合伙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购或差额补足

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154,738.43万元。

（2）商誉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账面余额679,744.11万元。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每年年度终了，基于商誉减值测

试目的均聘请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专业估值机构对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评

估，根据估值结果，确定应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 2018年度，由于宏观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变

化，以及公司部分游戏产品研发进度未达预期、游戏产品未能及时上线等原因，各子公司

业绩在2018年度集中大幅下滑，导致当期商誉减值计提金额较大。 为了准确计量商誉的减

值金额，在2018年度年报编制过程中，公司管理层利用评估专家的工作，考虑了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实际经营状况及未来经营规划等因素；对未来现金净

流量预测时，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以税前口径为预测依据，并充分关注选取的关键

参数（包括但不限于成本、费用、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是否有可靠的数据来源，

是否与历史数据、运营计划、行业数据、行业研究报告、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相符；对折现率

预测时，是否与相应的宏观、行业、地域、特定市场、特定市场主体的风险因素相匹配，是否

与未来现金净流量均一致采用税前口径等因素秉持严谨的态度经测算拟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481,401.68万元。

（3）应收款项

2018年度，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相关坏账计提会计政

策，对应收款项预计可收回金额进行测算。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账面余额76,

745.65万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73,557.88万元，经测算，应收账款预计可收回金额70,

073.41万元，其他应收款预计可收回金额70,037.44万元；2018年度坏账准备期末余额10,

192.68万元，其中2018年拟计提坏账准备1,500.77万元。

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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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9,761.81万元， 公司对并购基金优先级

和中间级合伙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购或差额补足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154,738.43万

元。预计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94,500.24万元，相应减少2018年末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94,500.24万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的预计负债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

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业绩，

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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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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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程序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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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事会同

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确认预计负债的说明。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354

股票简称：天神娱乐 编号：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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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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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316,752.90 3,101,374,995.27 -18.83%

营业利润 -5,750,434,192.43 1,357,928,875.70 -523.47%

利润总额 -7,293,317,052.87 1,332,385,374.74 -64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21,889,155.46 1,019,676,231.19 -83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3245 1.1742 -80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62% 13.62% -157.2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11,167,038.69 14,400,438,534.80 -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49,311,344.66 9,186,709,367.54 -82.05%

股本（股） 932,142,900.00 936,846,900.00 -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77 9.81 -81.96%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51,731.6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83%，营业利

润-575,043.4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23.47%，利润总额-729,331.71万元，较去年同期

下降64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2,188.92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837.67%，基本每股收益-8.3245元/股，较去年同期下降808.9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62%，较去年同期下降157.24%。 前述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近年来，公司基于打造泛娱乐产业聚合平台的发展愿景，通过多起外延投资并购整合

游戏娱乐行业， 由于并购整合时正处于行业的高峰期， 市场给与标的公司所处的游戏发

行、网络棋牌、影视等泛娱乐企业估值较高，公司由并购产生的债务规模激增。 由于彼时行

业趋势向好、公司整体业务与资产扩张迅速，公司对相关产业政策调整的预判不足，同时

标的公司之间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战略协同以应对市场风险。 以上事项对公司经营均带来

了严重影响。

游戏行业在人口红利消失、行业增速下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经受了版号

冻结、总量调控等监管政策调整带来的巨大压力；德州扑克类棋牌游戏成为相关部门的监

管整顿重点，受政策影响，业内公司主动关停服务器、下架了相关品类游戏，导致用户活跃

度与游戏消费急剧下降；影视行业方面，监管从规范税收秩序、限制特定题材、治理艺人片

酬、统一网台审核标准等多维度持续加强行业监管，受此影响，市场对于影视行业预期产

生明显下调，业内影视制作项目减产、延期现象严重，影视内容制作产业陷入低谷期。

综上宏观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公司部分游戏产品研发进度未达预期、游戏产

品未能及时上线等原因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下滑， 导致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及因

公司或子公司以劣后级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对并购基金优先级和中间级合伙

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购或差额补足义务等因素所致经营业绩变动。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21,116.70万元，比期初下降4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64,931.13万元，比期初下降82.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7

元/股，比期初下降81.96%，变动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经营业绩下滑，相关资产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以及因公司或子公司以劣后级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对并购基金优先

级和中间级合伙人出资份额和收益承担回购或差额补足义务等因素所致财务状况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司2018年度业绩

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

预计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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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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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8,426,815,052.80 41,059,027,041.86 91.01

营业利润 3,125,149,482.23 2,993,923,753.23 4.38

利润总额 3,098,796,408.75 2,929,812,186.25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3,306,009.14 2,402,315,993.11 4.20

基本每股收益 1.1663 1.1192 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7% 14.54% -1.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8,696,172,138.12 55,627,409,851.44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960,045,357.30 18,379,551,149.85 3.16

股本 2,146,449,598.00 2,146,449,598.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83 7.87 12.2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

（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大环保投入、推动项目落地、维系产业链命

运共同体、深化供给侧改革为工作重点，实现了公司经营业务的快速增长。 同时，公司持续

深入优化“产—供—销—储—运”联动机制，生产装置实现“安、稳、长、满、优” 运行。 全年

累计生产聚氯乙烯树脂（含糊树脂）176.75万吨，离子膜烧碱（含自用量）123.51万吨，粘

胶纤维55.53万吨，粘胶纱30.49万吨，电石263.04万吨，发电127.34亿度。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持续开展技改技措及装置优化项目，进一步降低单耗与扩大单产，

抵御原材料价格波动对生产成本带来的冲击。 通过工艺先进节能化、装置大型自动化和控

制集约化建设，推进安全标准化、环保标准化和班组建设“三位一体” 系统性工程，不断提

高装置本质化和安全环保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良好的经营业绩和信誉支撑，运用各类金融工具，强化资本运作，

并进一步聚焦主业发展，剥离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的类金融业务，在做大做优氯碱化工的

基础上，逐步向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等领域拓展，实现了公司向高精尖化学品领域的突破，

推动了公司产业升级。随着公司下属阿拉尔富丽达20万吨纤维素纤维项目逐步达产与产能

释放，托克逊能化“30万吨/年高性能树脂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 和天雨煤化“500

万吨/年煤分质清洁高效综合利用项目” 建设的稳步推进，使公司循环经济产业链与产业生

态圈不断完善，产业不断升级，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分析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91.0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贸易业务量较

上年增长较多。

预计公司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为6,112.2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4,218.34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发布的《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摘要》中披露的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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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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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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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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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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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9,120,123.92 2,905,602,991.2 48.65%

营业利润 115,466,956.68 65,159,962.32 77.21%

利润总额 148,796,678.98 126,689,890.25 1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433,727.05 127,251,782.34 1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87 0.1216 5.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7% 4.36% 0.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459,713,250.65 4,414,640,159.39 2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57,146,095.68 2,919,460,973.49 25.27%

股 本 1,198,675,082 1,046,364,755 1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051 2.7901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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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19,120,123.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65%；实现

营业利润115,466,956.6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21%；实现利润总额148,796,678.9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7.4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433,727.05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3.50%。

公司2018年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

（1）公司营收规模持续增长；

（2）公司国内、国外经营业绩好于上年同期。

2、2018�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加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公司国内营收规模增长；

（2）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好于上年同期；

3、本报告期及上年同期的利润总额明显高于营业利润，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及上年同期

内收到子公司英飞拓系统（原藏愚科技）原股东业绩补偿款（相对于上一年的业绩对赌完

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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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0月30日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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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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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72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9-21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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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8年9月8日、2018年12月21日、

2019年2月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通知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78）、《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8-111），《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17），

公告涉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门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门东江” ）于

2018年9月7日收到广东省鹤山市科工商务局 《关于下达2017年度珠三角与粤东西北产

业共建财政扶持资金的通知》， 江门东江获得了广东省产业共建财政扶持叠加性奖补资

金6,514万元， 并分别于2018年12月20日、2019年1月31日收到上述政府补助款项1,500

万元、3,000万元。

2019年2月27日，江门东江收到上述政府补助款项2,014万元。截止本公告日，上述奖

补资金已全部到账。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72

证券简称：东江环保 公告编号：

2019-22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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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6,831,316.76 3,099,658,647.44 6.36%

营业利润 554,185,110.55 605,753,451.44 -8.51%

利润总额 557,084,806.94 622,573,143.66 -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572,359.36 473,375,978.13 -1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 0.55 -1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9% 13.53% -3.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774,518,371.48 9,240,147,372.47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37,008,648.65 3,729,095,483.79 8.26%

股 本 887,100,102 888,237,102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5 4.20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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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人民币329,683.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36%，

实现营业利润约为人民币55,418.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8.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0,857.2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约13.69%，主要原因为：

1、针对环保产业快速的发展和激烈的竞争，公司加大市场投入，积极开拓市场、加强

了公司业务品牌的宣传及管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产品研发、技术和管理创新，为公

司的持续稳定的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2、对于部分收购项目盈利不达预期及未来经营情况的分析预测，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在年末计提相应的商誉减值准备；此外，在整体经济形势出现下行压力情况下，根据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除商誉外的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3、为应对危废处置的市场需求，公司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本年建成项目较多并达到预

计可使用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监管要求，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后计提折旧金额

及相应的财务费用较预期亦有较大的增加；但部分建成项目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利润贡献

较为缓慢。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总资产约为人民币977,451.84万元， 较期初增长约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约为人民币403,700.86万元， 较期初增长约

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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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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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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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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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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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685,019.92 716,445.14 -4.39%

营业利润 38,919.29 43,972.13 -11.49%

利润总额 39,160.39 45,517.55 -1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68.79 36,676.77 -19.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9 -2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0% 12.32% -4.6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50,450.48 837,704.66 1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6,086.60 372,961.84 6.20%

股 本（股） 134,129.69 134,129.6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95 2.78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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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85,019.9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9%，主要是公司

2017年出售深圳市中建南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该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所致。 实

现营业利润38,919.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668.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11%。 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1）公

司2018年对参股公司上海鸿洋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2）

公司对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3）与此同时，公司主要经营主体

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务实现了稳定发展，经营状况良好，同时

实施精细化管理，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比实

现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950,450.48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3.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396,086.6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6.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2.95元，较上年末增长6.12%，主要是由于本年新增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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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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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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