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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9年 3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 （ 公告编号：

2019-011），披露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泽

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为“郎溪县城区水环境整合治理PPP项目” 的预中标社会

资本方，项目总投资为89,737.66万元（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近日，公司、致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泽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郎溪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正式签订了项目合同。

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采购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人：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该项目承包方式：PPP模式。

3、合作期限：建设期2年，运营期15年。

4、2018年公司未与采购人发生类似业务。

5、公司与采购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89,737.66万元。

2、工程建设地点：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

3、工程内容：本项目共包含五个子项目，分别是黑臭水体整治工程、老郎川河水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景观绿化工程、滨河路工程、第三水厂工程。

4、结算方式：年度可行性缺口补助=年度可用性服务费+年度运维服务费-年度使用者

付费。 本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及运营服务费按每年计取支付，第一次支付时间为项目全部工

程竣（完）工验收完成1�年后的1�个月内，第二次支付时间为项目竣（完）工验收2�年后的

1个月内，以此类推。

5、项目合同工期：建设期2年，运营期15年。

6、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31.26%，合同的履行将对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

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

所造成的风险。 郎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该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五、备查文件

《郎溪县城区水环境整合治理PPP�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进入公示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19年4月12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德阳市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五大湖区

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 （一期）DBO项目评标结果公示》（网址http://ggzyjy.sc.gov.

cn/Info/ProjectDetail/A_7a42f86b-cf67-490d-a300-ddea42063502.html），确定浙江

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浙江开元物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为“德阳市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五大湖区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

（一期）DBO项目”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总投资为575,084,400.00元（具体合同金额

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一、招标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人：德阳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DBO模式。

3、计划工期：设计建造期为720日历天。

4、2018年公司未与采购人发生类似业务。

5、公司与采购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德阳市锦绣天府国际健康谷五大湖区生态修复和保护工程（一期）DBO项目” 中标

金额合计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0.03%， 若公司接到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订

合同，将对公司未来几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处于公示期，公示期内将保留第三方异议的权利。 公示期满后，如

无异议，招标人将会依据相应程序，对项目的成交候选人发放中标通知书。 因此，在取得最

终的中标通知书之前，我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仍可能存在未中标的风险，提请投资者谨慎

注意投资风险。 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我公司将及时作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 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09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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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本公告所载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数据初步核算的结果，且未经审计，与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

存在差额。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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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83,195.56 870,951.18 12.89

营业利润 122,182.42 117,949.45 3.59

利润总额 118,771.36 115,327.70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513.91 111,667.71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2,093.51 58,551.87

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 0.56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5% 12.48% 减少0.7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23,447.71 1,228,796.43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07,866.97 931,283.43 8.22

股本（万股） 198,920.47 198,920.4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07 4.68 8.3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本报告所载数据是以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拓展市场，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业务保持稳定，新业务屡有突破，商品贸易规模收缩。公司营

业收入和利润稳定增长。

三、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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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10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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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三号—新

闻出版》的相关规定，现将2018年度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数据概况（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上年同期 本期

增长

率

上年同

期

本期 增长率 上年同期 本期 增长率

上年同

期

本期

比上年增

减

教材

163,

265.02

165,

017.47

1.07

%

139,

787.51

140,

182.34

0.28%

106,

129.33

108,

738.46

2.46% 24.08 22.43

减 少 1.65

个百分点

一般图书

及音像制

品

358,

306.81

381,

764.61

6.55%

287,

222.73

290,

637.40

1.19%

192,

522.49

184,

391.02

-4.

22%

32.97 36.56

增 加 3.59

个百分点

文体用品

及其他

/ / /

97,

897.56

104,

688.69

6.94%

91,

160.66

97,

535.16

6.99% 6.88 6.83

减 少 0.05

个百分点

教育装备

及多媒体

业务

/ / /

113,

951.77

125,

139.90

9.82%

108,

173.53

115,

243.71

6.54% 5.07 7.91

增 加 2.84

个百分点

广告及游

戏业务

/ / /

26,

189.45

25,

167.93

-3.

90%

25,

194.67

23,

665.18

-6.

07%

3.80 5.97

增 加 2.17

个百分点

供应链及

物流服务

业务

/ / /

61,

571.70

158,

079.14

156.74

%

59,

265.48

153,

856.32

159.61

%

3.75 2.67

减 少 1.08

个百分点

出 版 、 设

计服务

/ / /

7,

324.71

7,091.94

-3.

18%

2,996.23

4,

103.47

36.95% 59.09 42.14

减少16.95

个百分点

商品贸易 / / /

114,

644.47

97,

539.12

-14.

92%

114,

094.86

95,

703.12

-16.

12%

0.48 1.88

增加1.4个

百分点

合计 521,571.83

546,

782.08

4.83

%

848,

589.90

948,

526.46

11.78%

699,

537.25

783,

236.44

11.96% 17.56 17.43

减 少 0.13

个百分点

注：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仅供各位投资者参考，相关数

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9-011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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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25,000万元到26,500万元，同比下降约60%-62%。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21,600万元到22,000万元，同比增长

约4%-6%。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25,000万元到26,500万元，与上

年同期相比，同比下降约60%-62%。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21,600万元到22,000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

长约4%-6%。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843.91万元；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0,793.55万元；

（三）每股收益：0.33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以部分自有门店物业为标的资产开展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二期），2018年一季度实现收益约4.38亿元。 截至上

年度末公司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同期未开展此项业务，对2019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业

绩同比变动影响较大。 除此之外，公司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稳定。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上述预计均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的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

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9-012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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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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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101,808.26 1,330,080,450.06 -13.61%

营业利润 429,794,991.33 239,601,813.59 79.38%

利润总额 426,261,689.91 221,760,734.97 9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769,846.28 152,965,189.18 15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85 0.1328 15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8% 4.36% 6.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266,921,968.68 6,182,185,453.59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23,391,101.61 3,560,782,608.56 10.18%

股 本 1,151,513,578.00 1,151,513,5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3.41 3.09 10.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429,794,991.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38%；利润总额426,261,689.91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92.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9,769,846.2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4.81%；基

本每股收益0.3385元/股，较上年同期增加154.88%。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变动幅度超过30%，主

要原因系：

报告期内公司对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从成本法转变为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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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披露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19年4月25日披露的《2018年

年度报告》数据为准。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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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9-014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畜牧行业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19年3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2019年3月销售生猪3.81万头，环比增长177.11%，同比增长77.67%；销售收入5,139.65万元，环

比增长214.03%，同比增长98.61%。

2019年1-3月，公司累计销售生猪7.60万头，同比增长28.49%；累计销售收入9,984.64万元，同比增

长19.58%。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

者参考。

二、原因说明

本月生猪销售量及收入环比增长，主要是因为3�月市场回暖，生猪价格有所上涨，且特殊时期跨省

活猪调运限制性政策调整，生猪销售数量增加；

本月生猪销售量及收入同比增长，主要是因为产能增加而使销量增加。

三、风险提示

（一）上述披露仅包含公司畜牧养殖业务销售情况，不含其它业务。

（二）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猪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说，都

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四、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0735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

2019-013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01月01日至2019年03月31日

2、预计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1,100万元-1,500万元

盈利：33,134.1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3.32%-104.5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096元/股-0.0130元/股 盈利：0.2877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主要变动原因：

1、公司对海口农商行的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其对本期利润影响较上年同期变动影响约3.4亿元；

2、因全国猪价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受春节后生猪行情季节性走低影响，及特殊时期跨省活猪

调运限制性政策影响，公司生猪业绩下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数

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2日

@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

2019-004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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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2019.1.1�-�2019.3.31

上年同期

2018.1.1-�2018.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1,800万元–2,500万元 盈利：1,767.9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38元/股–0.0330元/股 盈利：0.0233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受客户需求影响，订单交付不及预期，营业收入及毛利同比下降，导致本

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2、报告期内，客户不能及时回款，导致应收账款账龄延长，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计

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

2019-005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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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4,588,692.05 1,760,025,188.99 0.83%

营业利润 4,451,684.47 150,589,340.33 -97.04%

利润总额 18,040,821.33 165,413,150.13 -8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19,415.24 131,008,640.29 -8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25 0.1730 -87.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8.87% -7.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744,342,681.09 4,297,233,148.04 1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99,817,400.97 1,479,516,632.60 1.37%

股 本 766,199,362.00 766,199,362.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575 1.9310 1.3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本报告期下属子公司国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蓉科技” ）2018年度经营业

绩较上一年度出现大幅下滑，主要原因是受新能源车国家补贴政策以及军改还未完成等因

素的影响，公司及时调整业务方向，停止了新能源产品的投入和开发，无线电监测和模块化

产品订单也随之减少。其次，公司对国蓉科技经营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判断，公司因收购国蓉

科技的商誉存在减值风险，预计本报告期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最终结果尚待评估机构和

审计机构评审后确定。

2、受整体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公司大部分客户不能及时回款，导致应收账款账龄延

长，根据会计的谨慎性原则，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导致

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3、随着公司对销售和研发的重视，公司进一步加大营销体系建设和产品推广力度，加

强核心研发技术团队与骨干的引进力度， 导致销售费用和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本报告期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也有所增加，主要受职工薪酬增加影响，其次由于国蓉科技

“电磁信息、特种飞行器及新能源装备军民融合创新产业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于2017

年10月由在建工程预转固，2018年固定资产折旧较上年同期也有较大增加，进而导致本报

告期净利润减少；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相应增加，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进

一步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减少。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的增减变动幅度超

过30%，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营业绩的下降导致的，详细原因请参考上述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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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8年

度业绩预告中的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各项主要指标尚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可能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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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14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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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披露《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投资设立有限

合伙企业的公告》(� � � � � � � � � �公告编号：2019-013)，现将相关情况和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嘉兴景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景炜” ），

嘉兴景炜总认缴出资额54,000,000元人民币,公司出资21,200,000元人民币，认缴出资

比例39.26%，为有限合伙人。 嘉兴景炜对华勤通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勤公

司” ）持股比例极低，仅为财务投资且不直接参与华勤公司的经营决策，后续相关收益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

●华勤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及IoT产品，是智能

通讯终端ODM企业。 截至本公告日止，其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华勤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止，未发生公司类型变化。

●嘉兴景炜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存在不能满足成立条件而无法登

记备案成立的募集失败风险，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及资金损失风险。 截至本公

告日止，嘉兴景炜尚未与华勤公司签署投资协议。

此外，经公司核实，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汇富” ）

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计划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

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20,800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告编号

2019-004；2019年3月6日， 东方汇富减持数量过半，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511,

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减持总金额为12,928,446.35元，具体内容详见《四川华体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6）。 截至本公告日止，东方汇富尚在减持计划期间。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4月11日、4月12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不存在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不存在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自查，并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嘉兴景炜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景

炜” ），嘉兴景炜总认缴出资额54,000,000元人民币,公司出资21,200,000元人民币，认

缴出资比例39.26%，为有限合伙人。 嘉兴景炜对华勤公司持股比例极低，仅为财务投资且

不直接参与华勤公司的经营决策，后续相关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四）华勤公司主要产品涵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服务器及IoT产品，是

智能通讯终端ODM企业。 截至本公告日止，其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

（五）华勤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止，未发生公司类型变化。

（六）嘉兴景炜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存在不能满足成立条件而无

法登记备案成立的募集失败风险，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及资金损失风险。 截至

本公告日止，嘉兴景炜尚未与华勤公司签署投资协议。

（七）经公司核实，苏州东方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汇富” ）

于2019年1月10日发布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计划于2019年1月15日至2019年7月12日期

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020,800股， 具体内容详见 公告编号

2019-004；2019年3月6日， 东方汇富减持数量过半，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511,

0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减持总金额为12,928,446.35元，具体内容详见《四川华体

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06）。 截至本公告日止，东方汇富尚在减持计划期间。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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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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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公告编号：

2019

—

3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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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二〇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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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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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30,711,526.32 54,671,125,801.58 18.77%

营业利润 7,282,957.00 138,597,636.23 -94.75%

利润总额 99,353,047.85 216,852,067.98 -5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56,944.47 128,262,199.59 -81.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90 0.0603 -4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7% 0.68% -3.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336,784,597.31 17,037,201,253.54 -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71,878,076.13 5,409,567,598.35 -19.18%

股 本 406,613,056.00 406,613,05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8170 8.8521 -22.99%

注1：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117,485,411.12

元，扣除永续债利息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93,128,466.65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时均扣除了永续债及利息的影响。

注2：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信达诺有限公司以现金

支付方式购买厦门国贸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福建华夏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国贸

盈泰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2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26日刊发的2018-73号公告）。

该事项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的相关项

目进行调整，上年同期及本报告期初为调整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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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9.31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8.77%；营业利润728.30万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94.75%；利润总额9,935.30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4.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

435.6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81.01%。

2、报告期内影响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是：（1）受汽车市场整体环境影响，信达汽车旗下福特品

牌整车销售规模下降，业务利润受到较大影响。（2）报告期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较大，企业融资利

率上升，公司合理运用金融衍生工具对冲经营中的汇率变动风险，但受此影响，全年财务费用同比仍有

较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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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

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业绩预告》刊载于2019年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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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仅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 公司二〇一八年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二〇一八

年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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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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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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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01月01日—2019年0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调整前 调整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200万元

盈利：3,053.09万元 盈利：5,700.02万元

比上年同期（调整前）下降：93.45%

比上年同期（调整后）下降：96.49%

基本每股收益 约-0.0661元/股 盈利：0.0033元/股 盈利：0.0684元/股

注1： 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包含本报告期归属于永续债持有人的利息2,887.50万

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扣除了永续债利息的影响。

注2：2018年11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信达诺有限公司以现

金支付方式购买厦门国贸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福建华夏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国

贸盈泰融资租赁（厦门）有限公司25%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26日刊发的2018-73号公

告）。 该事项构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的相

关项目进行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业绩较二〇一八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系：

1、上年同期公司处置部分固定资产及子公司股权产生收益5,420万元，本期无此收益；

2、受宏观因素影响，国内汽车市场自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后，2019年一季度仍持续下滑。 行业进

入需求调整的理性期，也给公司的汽车业务造成影响。 公司将持续提升经营质量以应对车市下行压力，

同时把握存量市场整合机遇，发挥规模效应，提升市场占有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 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实际财务状况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二〇一九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

ST

节能 编号：

2019-034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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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

2、 前次预计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18-014），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为-59,950万元至-50,050万

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 -59,950万元至-50,050万元 亏损：-75,000万元至-69,200万元 盈利：34,808.8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94元/股至-0.79元/股 -1.18元/股至-1.09元/股 0.55元/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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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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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周转紧张，回款预期未实现，形成差异；且初次业绩预告时年度审计工作

尚处于前期准备阶段，公司根据辽宁证监局于2019年1月14日下发的《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对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

施的决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对部分项目应收款等计提大额的坏

账准备。 目前随着审计工作的进行，对应收款项及存货情况进行了梳理分析，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计提了坏账准备。

四、董事会致歉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公司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4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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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本公司于 2019年3月2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020）中,�预计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00万元至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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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5%�-81.70%

盈利：546.38万元

盈利：100万元-150万元

注：本格式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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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业绩修正主要源于非经常性损益，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18�年度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第一批）预算的通知》 （财建〔2018〕588�

号），本公司参股公司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氟化” ，本公司持有其 21%股权）

列入 2016-2017�年氢氟碳化物（HFC-23）销毁处置补贴资金预算范围，补贴金额2,531�万元。

近期，兰溪氟化收到上述财政补贴资金2,531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该笔补贴属

于财政补贴，将计入兰溪氟化2019第一季度损益，本公司对兰溪氟化采用权益法核算，预计增加本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投资收益约398.63万元， 从而增加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398.63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129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

2019-21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藿香正气口服液获得加拿大

卫生部天然健康药品注册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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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涪陵药厂）近日收到加拿大卫生部

核准签发的“天然健康药品”注册批文，批准公司药品藿香正气口服液符合加拿大天然健康药品标准注

册。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加拿大注册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Taiji� Huoxiang� Zhengqi� Koufuye）

规 格：10ml/支×10支/盒

产品类别：天然健康药品(传统药物类别)

生产商名称及地址：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中国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1号。

注册证书号：80091614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涪陵药厂向加拿大卫生部递交了藿香正气口服液天然健康药品注册申请并获得受理， 且获得了注

册批文。 截止目前，藿香正气口服液已在加拿大、莫桑比克、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

泰国、柬埔寨、香港、澳门共11个国家及地区获得注册并合法销售。

加拿大卫生部批准藿香正气口服液的功能主治为：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用于外感风寒、内伤湿滞或

夏伤暑湿所致的感冒，症见头痛昏重、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呕吐泄泻；胃肠型感冒见上述证候者。

藿香正气口服液为公司骨干产品之一，2017年藿香正气口服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13.5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加拿大地处北美洲，人均GDP为5.6万美元，是为数不多既认可中医又认可中药并将其合法化的发达

国家之一。 本次藿香正气口服液获得加拿大天然健康药品注册批文，下一步涪陵药厂将开展加拿大的生

产质量体系（GMP）认证，合格后即可进入加拿大北美主流市场销售，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

响，也为该产品最终推向美国及欧盟市场奠定了基础。

药品销售容易受到海外市场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

2019-26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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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8,500.00万元–19,500.00万元 盈利：5,715.2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23.69%-241.1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26元-0.28元 盈利：0.0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 的愿景目标，坚持

为社会、行业、客户创造价值的理念，深入推进产融一体、贸工一体和内外一体，搭建“天网”“地网” 支

撑平台，做专做精供应链管理，集成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同时，公司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改革，

内培外引优秀团队，实施“条块结合” 的事业部管理，强化订单管理和价格管理，持续优化资源配置，运

营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平台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2.报告期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拓融资租赁” ）因增资扩

股，其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对公司持有的中拓融资租赁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相应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9,000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一季报中详细披露。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