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0� � �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2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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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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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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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498,472.62 281,783,923.67 0.61

营业利润

39,352,727.42 42,893,795.43 -8.26

利润总额

46,712,141.68 43,902,928.95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102,577.01 37,773,347.90 6.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0 0.76 -7.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5% 13.36% -2.9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604,399,119.90 406,764,714.19 4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5,064,294.39 291,343,534.67 73.36

股 本

66,670,000.00 50,00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58 5.83 30.0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83,498,472.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61%；实现营业

利润39,352,727.4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6%，实现利润总额46,712,141.6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102,577.0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7%。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604,399,119.90元，较上年末增长48.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505,064,294.39元， 较上年末增长73.36%， 股本66,670,000.00元， 较上年末增长

3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2%，其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中小板上市取得募集资金及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

-35%。 因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第三季度报告的预计范围之内，故本次业绩快

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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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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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02月27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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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73� � � �证券简称：创新医疗 公告编号：2018-009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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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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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784,966.45 762,788,365.29 14.81

营业利润

243,610,912.12 165,994,065.72 46.76

利润总额

218,803,887.57 159,912,107.28 3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205,354.46 114,713,494.85 3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 0.26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3.56 % 0.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645,113,609.30 4,566,974,798.10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57,518,043.81 3,531,572,235.77 3.57

股 本

455,979,402.00 456,868,926.00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02 7.73 3.75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服务业务处于良性发展时期，盈利能力较好。 公司下属各医院经营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医疗服务收入稳步增长，医疗服务收入及利润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

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43,610,912.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76%；利润总额218,

803,887.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205,354.46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4.43%，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下属各医院经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医疗服务

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医院内部加强采购管理，合理降低经营成本，使得公司净利润较大幅

度增加。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0.3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77%，主要系本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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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7年经

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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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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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82� � � � �证券简称：好想你 公告编号：2018-006

债券代码：112204� � � �债券简称：14�好想债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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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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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9,112,983.11 2,071,832,004.54 96.40%

营业利润

123,505,626.94 20,429,344.44 504.55%

利润总额

126,616,747.78 57,012,128.96 1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457,968.52 39,272,402.56 183.81%

基本每股收益

0.22 0.11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5% 1.97% 1.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61,804,225.51 5,046,036,708.99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75,439,307.98 3,183,006,256.31 2.90%

股本

515,684,160.00 257,842,08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35 12.34 -48.54%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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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69,112,983.11元，较2016年增长96.40%；营业利润123,

505,626.94元，较2016年增长504.55%；利润总额126,616,747.78元，较2016年增长122.0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457,968.52元，较2016年增长183.81%。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营业总

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等指标较2016年均出现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资源整

合，电商渠道销售大幅增长；公司新品开发，爆品打造均取得成效；公司对费用的管控，提升了

管理效率；公司2017年整体经营业绩较2016年有较大提升，且呈稳步上升态势。

公司2017年末股本515,684,160.00元，较2016年增长10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6.35元，较2016年下降48.54%。 公司股本总额和每股净资产变化主要原因系2017年5月

26日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转增10股派0.7元（含税），公司股本总数由

257,842,080股增至515,684,16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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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7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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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779� � � �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3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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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浙江中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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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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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10,538.41 411,584,093.19 7.66%

营业利润

28,695,846.10 38,813,523.42 -26.07%

利润总额

29,313,046.77 40,529,412.87 -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62,188.65 35,454,868.29 -26.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27 -2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5.88% -1.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31,467,106.62 764,023,678.60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3,469,156.07 614,566,967.42 3.08%

股本

132,000,000.00 13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80 4.66 3.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110,538.41元，较2016年度增长7.66%；营业利润28,695,

846.10元，较2016年度下降26.07%；利润总额29,313,046.77�元，较2016年度下降27.6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162,188.65元， 较2016年度下降26.21%； 每股收益为0.20元，较

2016年度下降25.9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产品市场拓展和原材料价格

波动影响所致。 每股收益下降，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净利润有所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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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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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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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751 �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3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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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下午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前10天，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将会议通知送达或传真

给本人。应到会董事8�人、实到会董事8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于恩沅主持，会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补充公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于恩沅、张正东、王峥强、李文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姜

洪波、张廷安、郑登渝、刘德祥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于恩沅、张正东、王峥强、李文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姜

洪波、张廷安、郑登渝、刘德祥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于恩沅、张正东、王峥强、李文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姜

洪波、张廷安、郑登渝、刘德祥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一、二、三项议案需提交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0751� � � �股票简称：锌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7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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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3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9:30—

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15:00至2018年3

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大会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13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18年3月13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事项

1.审议公司《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3.审议公司《关于收购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公司关联股东需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8年2月28日巨潮资讯网《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

2.00

《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

3.00

《关于收购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本人持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委托的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 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盖单位公章的法

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以及出席人本人身份证；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并注明联系电话。

2.登记时间：2018年3月19日至20日14:00止。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1、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2、股东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29-2024121

公司传真：0429-2101801

邮政编码：125003

联系人：刘建平 刘采奕

2、公司地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锌厂路24号

3、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附件一：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751” ，投票简称为“锌业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3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8年3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

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议案》

议案

2

《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议案

3

《关于收购葫芦岛宏跃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备注：以上投票选择时，打√符号，同一议案只能在“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中选择一

项，否则视为废票。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18年 月 日

有限期限：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2515�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18—01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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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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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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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32,195.55 160,564,909.43 131.83%

营业利润

157,047,340.53 21,488,078.23 630.86%

利润总额

162,198,523.57 26,857,697.39 50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001,768.35 19,896,328.38 432.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02 4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4% 1.48% 6.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278,792,054.57 1,474,742,081.79 5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63,681,893.90 1,352,053,237.18 8.26%

股本

978,313,280.00 611,445,8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0 2.21 -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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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37,223.2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31.83%；实现营业利润

15,704.7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30.86%； 实现利润总额 16,219.8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03.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00.1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32.77%。 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将中钰资本纳入合并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金字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获得的收益。

2、报告期末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54.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 8.26%

和每股净资产下降32.13%。 期末总资产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中钰资本纳入合并范围所致；每

股净资产下降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转增6股所致。

3、报告期本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增长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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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发布的《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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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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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股票简称：海正药业 股票代码：600267 公告编号：临201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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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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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食药监总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

蛋白"�（注册商标名：安佰诺）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补充申请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批件号：2018B02245

剂型：注射剂

规格：25mg/瓶，生物学活性为2.50×106AU/瓶。

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药品标准：YBS05062018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150006

申请内容：扩大生产规模

受理号：CYSB1500313

申请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补充申请事项。

二、该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公司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安佰诺）属于抗肿瘤坏死因

子（TNF）生物制剂，通过竞争性中和体内肿瘤坏死因子（TNF），阻滞TNF结合细胞膜上的

TNF受体而发挥治疗免疫性疾病的作用，适应症为"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活动

性强直性脊柱炎"和"18岁及18岁以上成人中度及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原创药恩利（Enbrel，由

安进公司开发）1998年在美国上市，2010年进入中国市场，2017年的全球销售额为78.85亿美

元。 公司安佰诺产品于2015年10月上市，2016年销售额为2,458万元，除本公司外，国内企业上

市的同类产品还有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益赛普和上海赛金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的强克，分别于2006年和2012年在中国上市。

公司2015年4月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签发的生产批件后， 于2015年11月

向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了扩大规模的补充申请。 本次获得补充申请批件，意味着

公司可实现安佰诺新生产线产能的释放，后续需再获得GMP认证证书方可销售。 公司获得该

GMP认证证书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安佰诺获得扩大生产规模的补充申请批件，进一步扩大了本品的产能，但该药品未

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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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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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431,055.89 1,005,528,094.85 29.23%

营业利润

133,986,295.56 64,579,958.77 107.47%

利润总额

149,180,356.71 71,457,310.35 10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734,233.88 63,026,121.01 10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51 0.3009 101.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5% 4.14% 3.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2,245,761,588.86 1,838,683,612.60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77,031,524.52 1,554,447,244.09 7.89%

股本

209,445,019.00 209,445,01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0070 7.4217 7.89%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99,431,055.8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9.23%，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07.47%、108.77%、101.08%。 公

司经营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再生资源加工装备所属行业回暖迹象明显，公司产品市

场需求旺盛，同时电梯零部件板块整体发展良好，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01.1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

期增加3.71%。截止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2,245,761,588.86元，较期初增加22.1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77,031,524.52元，较期初增长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8.0070元，比期初增长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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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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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28� � �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2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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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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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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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107,486,122.18 3,960,943,286.33 3.70%

营业利润

217,032,762.65 205,112,905.11 5.81%

利润总额

221,501,711.49 225,621,491.70 -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092,998.91 95,407,625.79 -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77% 4.17% -0.4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366,976,376.14 4,037,626,267.85 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95,834,565.59 2,328,021,574.04 2.91%

股本

448,100,000.00 448,1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35 5.20 2.8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0,748.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0%；公司实现营业利

润21,703.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1%；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强管理，提高生产效率，盈利能

力有所增强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2,150.1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909.3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2%；主要系公司营业外收入同比上年降低

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436,697.64万元，较期初增长8.16%；报告期

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9,583.46万元，较期初增长2.91%；主要原因是：经营

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5%—15%。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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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史济平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赵海燕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