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290� � � � �股票简称：中科新材 公告编号：2018-013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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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新材” ）于2018年2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18】第137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厦门金英马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厦门金英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英马” 、“金英马影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相关情况做书

面说明，现就问询函所提问题及公司相关回复说明公告如下：

一、因金英马影视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与滕站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

绩承诺， 你公司曾将持有的对金英马影视的投资成本高于归属于本公司的净资产份额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141,370,772.90元，请你公司披露：

（一）自上次减值至今金英马影视的经营状况；

回复：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以21,862.50万元人民币收购滕站所

持有的金英马影视26.5%股权（对应金英马影视认缴注册资本4,743.5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4,743.50万元），因

金英马影视201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未达到公司与滕站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 公

司将持有的对金英马影视公司的投资成本高于归属于公司的净资产份额部分计提减值准备141,370,772.90

元，全部计入2014年度，计提后金英马影视股权账面价值为77,254,227.10元。

金英马影视于2015年9月18日完成股改，根据其股改验资报告，截止股改基准日2015年7月31日，其净资

产评估价值为30,147.44万元。2015年11月金英马影视又进行了两次增资，共增加净资产5,578.21万元，增资后

公司对金英马影视的持股比例由26.50%下降为22.46%。

2015年11月，金英马影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递交了挂牌申请书。

据以上信息判断，金英马影视2015年度经营状况正常。

2016年，公司持续关注金英马影视的经营状况。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金英马影视出品的电视剧《双刺》

于2016年8月首播，2016年金英马影视还拍摄了电视剧《恋爱方法论》。

?2017年4月10日，公司董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一同前去金英马影视办

公地点进行现场走访，金英马影视财务总监介绍金英马影视2016年度出品并销售了电视剧《双刺》。 印证了

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信息。

据以上信息判断，金英马影视2016年度在正常经营。

2017年6月30日，公司委派董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金英马影视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会场上金英马影视管理层告知其办公地已搬离，但没有告知新办公场地。公司多次

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希望了解金英马影视公司经营情况，金英马影视管理层都不予回复。

2017年7月末，公司收到金英马影视发来的函件，函中指出金英马影视面临巨大资金枯竭困境，人才严

重流失，法人代表官司缠身，已丧失再融资能力，项目推进成为空谈，金英马影视濒临破产。

公司近期知悉，金英马影视2017年未能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金英马影视丧失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经营资质。

据以上信息判断，金英马影视2017年度经营陷入困境。

（二）你公司未在2015年度、2016年度对持有的金英马影视股权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以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2015年度未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2015年11月，金英马影视进行了两次增资，其中：2015年11月5日增资626万元，每股价格3.07元，由上海

大见文化产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安徽华安新兴证券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该次增资业经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大信验字【2015】第1-00228号《验资报告》验证；2015年11月21日增资1,190万元，每股价格

3.0726元， 由深圳和生汇盈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出资， 该次增资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大信验字

【2015】第1-00235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认为，上述金英马影视两次增资的日期临近于资产负债表日，增资的价格3.07元可以视同金英马影

视股权在2015年末的公允价格， 以每股3.07元计算， 公司持有的金英马影视股权在2015年末的公允价值为

145,625,450.00元，高于201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故2015年度无需对减值准备的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认为对金英马影视股权投资已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充分、合理的。

2、公司2016年度未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发《问询函》给滕站，提请滕站能够严格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

让款，并于2017年3月31日前就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计划书面回复公司。 2017年4月5日，公司收到滕站发

来的《回复函》，滕站指出上述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无法实现。公司董秘于4月份通过电话联系滕站，但

滕站未接电话。 公司在2016年末执行减值测试程序时，已假定上述股权回购协议无法履行。

公司持续关注金英马影视的经营状况。 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金英马影视出品的电视剧《双刺》于2016

年8月首播，2016年金英马影视还拍摄了电视剧《恋爱方法论》。

?2017年4月10日，公司董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一同前去金英马影视办

公地点进行现场走访，金英马影视财务总监介绍金英马影视2016年度出品并销售了电视剧《双刺》。 印证了

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到的信息。 金英马影视2016年度在正常经营。

根据审计报告，金英马影视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1-7月持续盈利，公司根据金英马影视历史经营

业绩判断，在正常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下，金英马影视经营应有盈余，即使不考虑股改基准日至2016年末金

英马影视经营积累，仅以股改基准日评估净资产加上股改后两次增资增加的净资产计算，公司享有的净资

产份额为8,023.98万元，高于对金英马影视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无需增加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认为对金英

马影视股权投资已计提的减值准备是充分、合理的。

（三）你公司此次对所持金英马影视股权进行全额计提的主要原因、决策过程、会计处理的依据以及合

理合规性；

回复：

1、公司本次对所持金英马影视股权进行全额计提的主要原因

公司2017年7月1日收到金英马影视2016年未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与此前公司收到的金

英马影视2014年度审计报告上的数据不具有延续性且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度（未经审计） 2015年度（未经审计） 201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581,523.62 57,569,692.42 158,424,516.20

利润总额 18,635,290.72 12,415,106.89 57,939,860.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3,178,279.62 9,631,113.01 42,837,028.96

总资产 324,751,156.56 313,424,354.80 539,347,463.19

未分配利润 -116,452,188.60 -129,630,468.23 98,388,31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资产

173,828,333.81 160,650,054.18 291,525,385.27

根据该报表显示，金英马影视2015年度及2016年度净利润分别为9,631,113.01元及13,178,279.62元，未分

配利润分别为-129,630,468.23元及-116,452,188.60元。 根据上述数值可计算出金英马影视2014年度未分配

利润为-139,261,581.24元。 根据公司2015年初收到金英马影视寄来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金英马影视2014年度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5】第1-00990

号），金英马影视2014年度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98,388,313.57元，与上述用金英马影视2015年度合并净利

润和未分配利润计算出的2014年度合并未分配利润相差237,649,894.81元，导致金英马影视2015年及2016年

财务报表上净资产大幅缩水。

公司发现上述差异后通过电话、邮件、问询函及委托律师发律师函等方式要求金英马影视管理层就造

成上述财务数据差异的原因作出说明，截止董事会召开日，公司未收到金英马影视管理层的相关回复，公司

无法掌握金英马影视目前真实可靠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根据公司2015年6月3日与滕站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金英马影视股权（对应金英

马认缴注册资本4,743.5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4,743.50万元）以21,862.50万元现金加上股权转让款实际占用

期间的利息（以年利率8%计算）转让给滕站，支付日期及比例如下：1）2017年5月1日前支付50%股权转让款

（即10,931.25万元）；2） 剩余50%股权转让款及股权转让期间实际占用的利息于2018年5月1日前支付完毕，

期间支付利息款项的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

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发《问询函》给滕站，提请滕站能够按照上述回购协议约定支付上述股权转让

款，并于2017年3月31日前就上述股权转让款的支付计划书面回复公司。 2017年4月5日，公司收到滕站发来

的《回复函》，滕站指出上述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无法实现。 公司已将滕站起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

院，要求滕站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1,862.50万元及股权转让款实际占用期

间的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目前仍在审

理阶段。公司通过申请对滕站进行财产保全，发现滕站名下资产极少，未来如果公司胜诉，公司预计投资款、

利息及违约金等能否收回存在转大不确定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2017年6月28日印发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71号}，中国证监会对金英马影视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对滕站

（金英马影视董事长）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对侯丽娟（金英马影视董事兼财务总监）、杨利（金英

马影视董事兼总经理）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20万元罚款。

鉴于金英马影视及其管理层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金英马影视股权价值大幅缩水，未来资本运作可能

性较低。 如果未来公司与滕站间的诉讼最终以公司胜诉，滕站以转让金英马股权的方式获取资金偿还公司

相关债务的可能性较低。

2017年6月30日，公司委派董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金英马影视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场上金英

马影视管理层告知其办公地已搬离，但没有告知新办公场地。公司多次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希望了解金英

马公司经营情况，金英马管理层都不予回复。

2017年7月末，公司收到金英马影视发来的函件，函中指出金英马影视在与本公司重组失败后引进的新

投资人，也要求滕站回购股权或采取诉讼等解决方式，金英马影视面临巨大资金枯竭困境，人才严重流失，

法人代表官司缠身，已丧失再融资能力，项目推进成为空谈，金英马影视濒临破产。

2017年9月下旬，公司董秘通过电话与金英马影视董秘耿双双取得联系，要求到金英马影视新办公地当

面向金英马影视管理层了解其经营情况，耿双双以休假为由未安排接待。

2017年10月12日，公司董秘通过邮件联系金英马影视侯丽娟、董秘耿双双等金英马影视管理层，要求金

英马影视提供2017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但未收到金英马影视的任何回复。 公司认为已

无法与金英马影视管理层取得有效沟通。

2018年1月19日，公司与滕站关于股权转让纠纷案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交换证据及开庭，庭上滕站代

表律师向审判长提交了滕站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 请求法院解除与公司于2014年4月14

日签署的《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起诉状等相关资料，上述材料显示金英马影视经营陷入困境，2017年未能取得《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金英马影视丧失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资质。

综上，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决定，对公司持有的金英马影视22.46%股权账面价值77,254,227.10元进行全额

计提减值准备，全部计入2017年度。

2、公司本次对所持金英马影视股权全额计提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决策过程：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持有的金英马影视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经评估，公司认为对金

英马影视股权的可收回金额为零。

经公司2018年1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 公司决定对持有的金英马影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公司确认减值损失为77,254,227.10元，全部计入2017年度，本次计提将减

少公司2017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7,254,227.10元。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全额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金英马影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对该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和谨慎性原则，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将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二、你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事项的影响，你公

司是否及时根据上述情况对业绩预计进行了修正。

回复：

考虑到上述事项，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第三节“重要事项” 中第二点“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中说明“因公司目

前无法掌握金英马真实可靠的财务状况，不排除未来对该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进一步计提减值，可能

会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随后，公司持续关注金英马影视的相关情况，公司管理层希望能获

得金英马影视真实可靠的经营情况，但截至2017年末，金英马影视对公司的要求选择了无视。

2018年1月19日，公司与滕站关于股权转让纠纷案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交换证据及开庭，庭上滕站代

表律师向审判长提交了滕站在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 请求法院解除与公司于2014年4月14

日签署的《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起诉状等相关资料，上述材料显示金英马影视经营陷入困境，2017年未能取得《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经营许可证》，金英马影视了丧失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资质。

因此， 公司决定于2018年1月30日召开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对公司持有的金英马影视股权暨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于2018年1月31日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

三、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回复：

2018年2月2日，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伟先生转来的《金英马沟通函》，该函指出以两步走的方式

实现中科新材退出金英马影视：第一步，滕站以金英马影视2017年度的净资产为股权评估值回购中科新材

持有的金英马股权。 中科新材将股权转让给滕站从而保证金英马公司无外资股东，保证主营业务的正常进

行。第二步，金英马向投资人发行两年期（或三年期）1亿元公司可转债,用于归还金英马对滕站欠款，滕站将

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中科新材，从而完成股份回购，余下部分用于公司拍摄电影和电视剧相关业务。

就沟通函本身提出的方案而言，金英马影视及其主要管理层滕站（董事长） 、杨利（董事、总经理）、侯

丽娟（董事、财务总监）于2017年6月28日被中国证监会处罚，金英马影视及滕站信誉度受到质疑，金英马影

视融资受困，成功发行公司可转债的可能性极低。

公司与滕站于2015年6月3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滕站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股权转让款分

期支付的时间分别是2017年5月1日前及2018年5月1日前， 但滕站于2017年4月5日发来的函回复公司上述协

议约定的回购义务无法实现。 随后公司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股权转让事项起诉了滕站， 江苏高院于

2018年1月19日第一次开庭，在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到期后半年多时间，滕

站都未提出还款意向或者和解意向，并且对公司作为金英马影视股东的合理要求都选择了无视，我们认为

滕站此次提出沟通函的目的是为了拖延案件审理时间。

公司聘请的诉讼律师也认为，滕站此举是为了拖延其与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审理。

2018年2月9日，公司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传票，滕站就其与公司间股权转让纠纷事

项将公司起诉至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起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解除滕战与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签署的《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厦门金英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上述两个协议即公司2014年购买滕站持有的金英马影视26.5%股权的协议）， 该起诉状表示

金英马影视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2017年初到期后申请续期未通过福建广电局的审核，金英

马影视丧失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资质。另外本次滕站起诉公司事项也一定程度上使双方的股权转让纠

纷案件审理程序更复杂化。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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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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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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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2,545.87 270,679.35 15.47%

营业利润 8,373.79 7,097.66 17.98%

利润总额 12,464.57 9,919.79 2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45.77 6,746.58 5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2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3% 3.45% 56.23%

2017年末 2016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85,121.50 390,060.89 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8,769.70 200,812.72 -1.02%

股本 31,200.00 31,2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37 6.44 -1.01%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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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公司的战略转型和升级之年。 在2016年7月控股股东变更后，新一届董事会和管

理层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管理模式进行了重新思考和审视，一方面通过流程优化和改善、业务

模式创新等管理办法促进传统的通信基础设施业务稳定发展， 一方面抓住万物互联技术逐步

成熟和市场需求蓬勃发展的时机，积极布局物联网市场，将物联网业务作为公司重要的发展战

略，将建成“智慧连接万物” 的日海智能物联网(Sunsea� AIoT)作为公司战略目标。

公司于2017年9月和2017年12月分别收购了物联网模组（物联网智能感知端核心部件）厂

商龙尚科技和芯讯通，并完成了工商过户手续，龙尚科技于2017年11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芯

讯通预计于2018年3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龙尚科技在4G模组出货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窄

带物联网领域具有先发优势； 芯讯通的无线通信模块是最早进入无线通信模块市场的产品之

一，2015年和2016年模组出货量居于全球第一。 公司通过收购龙尚科技和芯讯通，取得了在物

联网无线通信模组约30%全球出货量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物联网模组龙头企业。2017年10月，公

司通过投资智能家居领域市场份额位居前列的物联网云平台公司美国艾拉并与其于2018年1

月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日海艾拉物联网络有限公司，成功构建了物联网云平台能力，公司

智能物联网“云+端”战略布局初现。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构成仍以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产品销售业务和通信工程服务业务为主。

虽然运营商的投资处于由4G迈向5G过渡期，投资有所减缓，公司通过调整产品布局和业务模

式， 提升管理和运营效率， 仍然保持了业绩的稳定、 快速增长。 其中，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5.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54.83%；本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增长24.37%。

本报告期主要财务科目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1）本报告期，运营商的投资处于由4G迈向5G过渡期，

公司通过调整产品布局和业务模式，保持了产品销售收入的增长；（2）通信工程服务业务，公

司的子公司日海通服和日海恒联均取得了通信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公司通信工程服务

业务实力逐步提升，业务收入和净利润稳步增长；（3）龙尚科技于2017年11月1日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龙尚科技2017年11月、12月营业收入实现并表。

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1）本报告期，公司对子

公司日海通服的管理和考核模式进行了调整，日海通服的品牌效应和综合实力逐步提升，通信

工程业务实现净利润的稳步增长，同时公司收购了子公司日海通服少数股东持有的股权，并表

的净利润增加；（2）本报告期，公司收到日海通服部分少数股东的业绩补偿款和应收账款补偿

款，增加了营业外收入；（3）龙尚科技于2017年11月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龙尚科技2017年11

月、12月净利润实现并表。

3、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增长的原因：（1）本报告期龙尚科技纳入合并报表，公司总资产增

加；（2）由于投资美国艾拉和收购芯讯通，公司短期借款金额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披露的业绩预

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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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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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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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人，实际出

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郑玉芝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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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

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

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7�年度拟对应收账款、商誉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2,135.95万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

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公允的反映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

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17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18年2月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披露的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18年2月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二、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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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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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以

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

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艳侠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

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经表决，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2018年2月2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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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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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

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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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

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

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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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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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商

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2,135.9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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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款项 -332.89 -1.80%

无形资产 2,324.91 12.59%

商誉 20,143.93 109.14%

合 计 22,135.95 119.93%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3、公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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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2,135.95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219.65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2,219.65万元。

根据《收购协议书》约定，2017年度实现业绩与承诺业绩目标的差额将从2017年度应付价款部分中扣

除，此部分作为业绩补偿款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

综合上述两者，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业绩补偿款相互大致对冲平衡。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预告的经营业绩已经充分考虑本次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全部在业绩预告内体现，对业绩预告

准确性不会产生影响。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2015年通过现金的方式收购香港摩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MOGA” ）100%股权，确认商

誉2,022,710,991.12元。

按照《收购协议书》约定，MMOGA2015年 1-10月净利润归公司享有，故将MMOGA2015年1-10月实

现的净利润109,229,394.79元冲减商誉；此外MMOGA2015年度未达收购协议中承诺的净利润，其差额60,

464.50欧元，折人民币429,007.73元抵减应付收购款，并相应冲减商誉，2015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为1,913,

052,588.60元。

根据《收购协议书》约定，如果 MMOGA实现了 2015�年度、2016�年度和 2017�年度（“承诺年度” ）

的承诺净利润分别不少于 27,599,000.00�欧元、39,466,570.00�欧元和56,437,195.00�欧元， 实现连续三年每

年同比不低于 43%的增长， 并且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三年年度实际净利润均超过相应

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的 50%，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购买余款，即总价款的 22%，金额为 67,388,922.86� 欧

元；如果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与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比较，增加比率未

达到或超过 50%（即（任一年度实际净利润减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50%），

受让方应向 转让方支付部分购买余款，即总价款的 13%，金额为 39,820,727.14�欧元。 因上述“连续三年

年度实际净利润均超过相应年度的承诺净利润的 50%” 之超额业绩目标并未实现，2016年度相应扣减此

超额部分价款27,568,195.72欧元，折合人民币为205,316,894.44元。 2016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为1,707,735,

694.16元。

鉴于2016年初起国际大型研发商大幅度修改和限制游戏虚拟物品交易规则等产业政策因素， 部分高

附加值虚拟物品业务受到影响，MMOGA经营业绩事实上与“连续三年每年同比不低于 43%增长” 的高业

绩目标存在距离，自收购完成以来，公司历年均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2017年度公司拟计

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201,439,278.73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

值的比例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公式 金额

资产组组合名称 MMOGA资产组合

资产组合账面价值 A 805,136,581.62

资产组组合商誉 B 1,707,735,694.16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合账面价值 C=A+B 2,512,872,275.78

资产可收回金额 D 2,311,432,997.0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照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可收回金额低于资产账面价值

商誉减值准备测算金额 E=C-D 201,439,278.73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资产存在减值的迹象， 该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四、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

的审批程序。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

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

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公允的反映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2017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最终

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七、特别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预告的经营业绩已经充分考虑本次计

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全部在业绩预告内体现，对业绩预告

准确性不会产生影响。 总体上，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和业绩补偿款两者相互大致能够对冲平衡。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64� � �证券简称：众应互联 公告编号：2018-011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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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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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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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927,972.86 370,558,004.04 36.26%

营业利润 -36,471,749.55 185,137,232.00 -119.70%

利润总额 184,021,561.13 185,100,008.47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233,564.09 184,575,345.74 -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79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4% 17.32% -2.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90,006,923.10 2,103,762,205.54 4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63,207,499.79 1,168,823,750.76 16.63%

股本 232,943,924.00 145,589,953.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85 8.03 -27.1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49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26%� ；实现营业利润-3,647.1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19.7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23.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73%。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299,000.69万元， 较年初增长4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6,

320.75万元，较年初增长16.63%。

公司以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为发展方向 ，2017年8月公司收购了北京新彩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49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26%，但受商誉减值的影响，营业利润同比

下降119.70%，受业绩补偿的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0.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较年初增长16.63%，期末总资产较年初增长42.13%。 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60%，系公司实施2016�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23.36万元，在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范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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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8-020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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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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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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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517,397.60 1,845,015,933.47 11.63%

营业利润 24,191,780.69 46,613,941.86 -48.10%

利润总额 39,730,987.54 65,256,709.42 -3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512,666.51 56,925,400.64 -37.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05 -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2.19% -0.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341,561,702.15 4,437,759,841.73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592,944,103.37 2,612,589,064.89 -0.75%

股 本 1,263,390,000.00 1,263,39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05 2.07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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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59,517,397.60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1.63%，营业利

润24,191,780.69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8.10%，利润总额39,730,987.54元，较去年同期相比

减少39.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12,666.51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7.62%。

2017年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48.10%、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9.1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37.62%，主要原因为：受2017年11月份印度

政府进口豌豆关税大幅提高的影响，国际豌豆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公司子公司烟

台正威进出口有限公司对外销售豌豆价格降低，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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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幅度，与上次披露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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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8-022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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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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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2,385,286.38 4,143,452,587.77 3.59%

营业利润 674,378,821.90 656,310,320.41 2.75%

利润总额 689,318,882.25 661,107,824.35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3,508,836.45 538,963,416.16 10.12%

基本每股收益 0.4770 0.4532 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4% 19.00% -4.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681,269,531.91 6,740,484,460.72 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77,354,256.00 2,933,751,568.73 56.02%

股本 1,261,553,144.00 1,191,842,723.00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63 2.46 47.56%

备注：公司报告期内采用新报表格式，新报表格式在营业利润前新增资产处置收益科目，

上年同期营业利润数字进行重新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429,238.5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实现营业利润67,437.8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5%；实现利润总额68,931.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27%；实现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350.8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12%。

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步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光纤预制棒的供应初步得到缓解，光纤光缆业务稳中有升；

（2）报告期内完成了对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收购，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

增长点，有效地优化了资源配置；

（3）公司的流量及数据经营业务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4）本报告期公司出让杭州数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6%股权投资，并按照会计准则对剩余

股权进行后续计量变更产生投资收益；

（5）本报告期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2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

长56.02%；股本较期初增长5.85%。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的经营成果使得公司净资产相

应增加，此外本报告期公司发行股份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北京百卓网络技术有限公司100%股

权，将其纳入合并资产负债表，并新增商誉。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披露的净利润预计变动范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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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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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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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集团” ）有关办理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通鼎集

团

是 23,900,000 2018/2/26

至质权人申请解除

质押为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

5.13% 贷款担保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截止本公告日，通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465,566,406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36.90%），

已质押股份共357,9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8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37%。 通

鼎集团通过“西藏信托-莱沃4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8,909,515股，已质押0股。

(2)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

权变更。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登记证明等；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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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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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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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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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77,086,734.06 1,201,212,661.97 1030.28%

营业利润 112,998,037.41 405,003,444.94 -72.10%

利润总额 109,534,226.42 402,722,335.17 -7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75,642.09 353,630,886.22 -8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17 -8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9% 6.31% -5.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163,396,290.69 8,156,579,389.59 8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54,520,663.23 6,190,680,746.71 17.18%

股 本 2,177,149,675.00 2,177,149,67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3 2.84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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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1,357,708.6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30.28%；公司2017年度实

现利润总额10,953.4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2.80%；公司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107.5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2.73%。

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Newegg.Inc并

表，大幅增加了电商销售收入，导致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2017年公司原业务市场竞争激烈，新业务尚处于投入期，研发

投入持续增加及公司规模扩大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公司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公司2017年度总资产为1,516,339.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90%；

主要是由于（1）本报告期内Newegg.Inc并表，相应增加了资产规模；（2）公司经营规模扩

大，导致资产规模增加；（3）公司投资的Qudian.Inc和Razer.Inc在2017年上市，按公允价值进行

相关资产计量，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价值增加较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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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杭州联络互动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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