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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67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

2019-013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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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元） 928,733,524.63 835,851,735.87 11.11

营业利润（元） 90,207,445.39 32,995,672.80 173.39

利润总额（元） 89,281,375.03 27,279,834.00 2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85,123,632.69 30,986,896.11 17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04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1.72% 2.8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元） 2,538,657,969.93 2,375,904,975.20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900,851,930.25 1,811,879,665.90 4.91

股本（元） 794,980,220.00 787,380,220.00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43 2.31 5.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8年度，公司实现收入92,873.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11%，主要原因为: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业务、企业会议业务及2018年收购深圳日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深圳日升” ） 和香港 I-ACCESS� NETWORK� LIMITED （以下简称 “香港

I-ACCESS” ）国际业务增长。

2. �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9,020.7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73.39%； 利润总额8,

928.1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27.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12.3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174.71%，主要原因为：（1）2017年公司进行减员增效后，2018年期间费用

的降低；（2）2018年收购深圳日升和香港I-ACCESS后，两者合并日至年末的净利润并入

2018 年 公 司 合 并 报 表 范 围 内 ；（3） 上 年 同 期 因 公 司 孙 公 司 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 Inc.和 ITalkTV� HONGKONG� Limited.与GUANGZHOU� Media�

AMERICAN� Co.Ltd之重大诉讼确认和解及诉讼相关费用计入2017年当年损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

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70%-200%。 本次业绩

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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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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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

2019-02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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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46,446,617.03 6,630,455,459.17 28.90

营业利润 248,034,989.66 206,944,993.84 19.86

利润总额 249,080,074.53 202,839,730.93 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1,099,296.63 158,102,642.43 27.20

基本每股收益 0.1619 0.1315 2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0 5.65 1.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0,572,380,627.31 17,515,341,294.71 1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045,103,913.69 2,868,313,710.94 6.16

股 本 1,202,262,058.00 1,202,262,058.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53 2.39 5.86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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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46,446,617.0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90%；营业

利润248,034,989.6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86%；利润总额249,080,074.53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099,296.6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7.20%。 公司营业总收入增长主要原因是垦造水田、北江航道扩能升级等重大项目进入施

工高峰期，工程施工收入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工程施工

重大项目的收入增长以及清洁能源发电项目弃风弃光有一定的缓解，利润有所提高。

报告期末，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20,572,380,627.31元， 较期初增长

17.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45,103,913.69元，较期初增长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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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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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07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17

债券代码：

128022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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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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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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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208.89 1,204,798.08 2.19

营业利润 10,728.88 34,923.29 -69.28

利润总额 11,106.81 35,259.42 -6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9.64 23,262.40 -8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1 0.280 -8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2.06 下降10.4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34,429.53 509,577.31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28,391.74 223,453.49 2.21

总股本 85,197.00 85,006.0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681 2.629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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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08.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728.88万元、11,106.81万元、3,499.64万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下降69.28%、68.50%和84.96%。

上述数据变化主要是由于：

1、受泰国普吉岛沉船、印尼巴厘岛火山爆发等事件对东南亚目的地的影响，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盈

利情况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 虽然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市场变化，第四季度业务毛利仍较去年同期有较

大下降，致使公司2018年净利润下降1亿元左右。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公司及

下属控股公司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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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子公司北京开元周游

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Activo� Travel� GmbH（德国跃动旅游公司）、上海悠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公司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应收账款等资产根据相关坏账计提政策，计提相应的坏账准

备，共计计提以商誉为主的资产减值损失10,220.13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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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众信旅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数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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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