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135� � �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2018-012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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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4,912,225.94 5,738,468,159.88 36.01%

营业利润

113,284,189.25 47,574,144.15 138.12%

利润总额

115,941,836.15 62,601,598.27 8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850,358.76 49,124,614.71 10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2.04% 1.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111,521,057.73 8,598,958,867.86 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880,634,155.17 2,426,553,376.71 59.92%

股 本

1,034,402,200 854,532,200 2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5 2.84 32.04%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0,491.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01%；实现营业利润11,

328.4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8.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85.04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109.37%，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由钢结构专业分包商向装配式建筑集成服务商及工程总承包商转型，

盈利模式和商业模式均有创新和突破，EPC和PPP业务得到较快较好发展；

（2）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南新材料（杭州）有限公司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公司业

绩相比2016年同期有了大幅度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1,011,152.11万元，比期初增长17.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388,063.42万元， 比期初增长59.92%； 股本为1,034,402,200股， 比期初增长

21.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179,870,000股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7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00%至1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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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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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1 � �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2018-010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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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623,758.49 469,627.73 32.82%

营业利润（万元）

211,645.54 150,336.46 40.78%

利润总额（万元）

211,502.57 150,002.12 4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170,235.27 120,263.35 41.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6 1.10 4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19.85% 15.92%

增加

3.93

个百分点

项 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万元）

1,817,854.11 1,141,038.59 5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股东权益（万元）

1,395,580.01 806,256.78 73.09%

股 本（万股）

126,391.90

【注

2

】

108,891.90 1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1.04 7.40 49.19%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7年12月2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7,500万股，由年初的108,891.90万股变为126,

391.9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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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总收入623,758.49万元，同比增加32.82%；利润总额211,502.57万元，

同比增加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235.27万元，同比增加41.55%。 主要原因：公

司主要产品维生素A价格大幅上升，营养品类和香精香料类等产品销量上升，致使营业总收

入增加及净利润增加。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同比增加59.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同比增加73.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49.19%，财务状况良好。 主要原因：

2017年12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7,500万股， 共募集资金49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3,

292.45万元，募集资金净额486,707.55万元，致使公司总资产、股本和净资产较上年大幅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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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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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 �证券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 � � �公告编号：2018-16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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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代码：000019、200019)自2017年8月22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2017年8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22日和2017年8月29日披

露的《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20）和《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28）。

2017年9月5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29），公司股

票自2017年9月5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7年9月12日及9月19日，公司披

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1、2017-33）。 2017年9月21日，公

司披露了《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34），公司股票

申请继续停牌。 2017年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5、2017-36、2017-38）。

2017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

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申请继续停牌，并于2017年10月21日披露了《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7-39、2017-40）。 2017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7-42）。

2017年11月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

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并于2017年11月6日披露了《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公告》、《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停牌

进展公告》、《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43、

2017-44、2017-45）。 2017年11月13日及11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7-46、2017-48）。

2017年11月21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7年11月22日披露了《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49）、《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50）。

2017年11月29日、12月6日、12月13日、12月20日、12月27日及2018年1月4日、1月11日、1月18

日、1月25日、2月1日、2月8日公司披露了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51、2017-52、2017-53、2017-54、2017-55、2018-01、2018-02、2018-03、2018-08、

2018-10、2018-11）。

2018年2月14日， 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8-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鉴于本次重组

的复杂性，有关各方仍在就方案的具体内容进行积极磋商、论证，各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尽

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各项工作。因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8-012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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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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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716,293.66 1,346,098,765.04 47.07%

营业利润

206,697,217.55 135,353,468.59 52.71%

利润总额

210,622,353.75 140,764,914.04 4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877,733.43 119,660,401.16 49.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14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7% 11.62%

上升

3.85

个百 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05,299,369.63 1,598,982,400.10 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21,345,354.57 1,067,001,639.60 23.84%

股本

844,985,080.00 830,455,080.00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6 1.28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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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7,971.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7.07%；实现营业利

润20,669.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2.71%； 实现利润总额21,062.2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9.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87.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49%；基本每股

收益为0.2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4%。

公司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年度战略规划开展工作，不

断夯实“研发与技术服务” 、“综合运营能力”及“市场行业龙头地位” 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

实施高端技术、高端市场、高端客户的经营定位；2、公司基于现有客户和优势做深做透主营业

务，进一步拓展客户渠道，提高国外巨头客户的占比份额并加大国内客户合作；3、公司升级内

部管理，加大成本费用管控、优化工艺、改善自动化水平等措施，提质增效，实现了报告期内经

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期末公司总资产210,529.94万元，较期初增长31.6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2,134.54万元， 较期初增长23.84%。 期末公司总股本844,

985,080股，较期初增长1.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56元，较期初增长21.88%。

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净利润增加及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所有者权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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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8日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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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18-23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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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公司自2018年3月1日起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股票代码不变，股票简称由“*ST

沈机”变更为“沈阳机床” 。

2、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8日开市起停牌1天，公司股票2018年3月1日起复牌，日涨跌幅限

制为10%。

3、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751,570.5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1,074,082,423.24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2015年、2016年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连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7年5月3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沈机，退市风险警示后股票日涨跌

幅限制为：5%。

二、申请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2017年《审计报告》，公司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8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1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65亿元。

2018年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撤销股

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期末净资产均为

正值，且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

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决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申请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自2018年3月1日起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公司证券简称由“*ST沈机”变更为“沈阳机床” ，证券代码仍为000410。股票交易的日涨

跌幅限制由5%变更为10%。

四、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410� � � �证券简称：*ST沈机 公告编号：2018-25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年报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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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等。 经核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

文、摘要中有关财务数据内容需要更正，具体如下：

一、 年度报告第16页“公司前5名供应商”

更正前：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550,855,067.30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3.16%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4.7%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沈阳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57,003,658.94 3.75%

2

沈阳海克机床有限公司

104,503,172.45 2.50%

3

沈阳盈和投资有限公司

105,692,757.02 2.53%

4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92,929,584.50 2.22%

5

沈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90,725,894.39 2.17%

合计

-- 550,855,067.30 13.16%

更正原因：对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供应商进行合并列示

更正后：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711,301,361.6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6.99%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6.64%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8,027,160.86 6.64%

2

沈阳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157,003,658.94 3.75%

3

沈阳海克机床有限公司

104,503,172.45 2.50%

4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92,929,584.50 2.22%

5

大连保税区鸿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8,837,784.93 1.88%

合计

711,301,361.68 16.99%

二、年度报告第25页“出售重大资产情况”

更正前：年度报告第25页“出售重大资产情况”显示，本期初起至出售日该资产为上市公

司贡献的净利润1055934416.37万元。

更正原因：公司原理解为因资产出售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所以公司填列数据为105,

593.44万元。 实际需披露该部分出售资产年初至出售日的经营性净利润数据，经核查上述数据

为-58,383.95万元。

更正后：年度报告第25页“出售重大资产情况”显示，本期初起至出售日该资产为上市公

司贡献的净利润-58,383.95万元。 资产出售为上市公司贡献的净利润占净利润总额的比例

-538.83%。

三、年度报告第26页“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增加在报告期内出售的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子公司

增加中捷机床有限公司一家，增加内容如下：

公司名

称

公司类

型

主要业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中捷机

床有限

公司

子公司

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机床制造、

机械加工，设备维修；机械工业技

术开发；国内一般商业贸易。 机

械工业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机械

电子设备及配件和原辅材料进出

口

6,625

万元

3,650,

899,

944.61

-40,445,

921.80

389,369,

310.93

-241,015,618.67

-249,889,

117.88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2017年度营业总收入、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等产生影响，除上述更正后

的内容，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后的公司2017年度报告全文已

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者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8-01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及对外投资事

项，涉及收购电器制造及照明行业标的公司股权，预计交易金额达到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的标准。 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森源电气；证券代码：

002358）自2017年12月7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12月7日、2017年12月

14日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76）、《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78）。 停牌期间经公司与相关各方咨询论证，公司拟收购电器制造及照明行业标的公

司股权事项已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1日（星期四）起转入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并披露了《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81），于2017年12月

28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90）、2018年1月5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1）、2018年1月6日

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02）、2018

年1月1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2018年

1月2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2018年1

月2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2018年2月

3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2018�年2月6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

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7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并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2）、2018年2月14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合作意向协议，但就实质性问题

正在按既定计划进行协商和论证，并同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积极、有序地推进对

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

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

特此公告。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 2018-015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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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3,551,471,459.74 2,952,700,424.22 20.28%

营业利润

470,187,348.67 341,219,557.88 37.80%

利润总额

512,020,475.56 363,715,910.39 4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724,764.38 330,557,394.46 3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39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9% 10.88% -1.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 资 产

8,549,338,246.37 7,477,853,545.04 1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90,090,773.13 4,527,044,136.68 8.02%

股 本

929,756,977.00 929,756,97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26 4.87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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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大电气” 的发展战略,积极把握行业发展的良好契机，实施双轮驱

动，在深耕输配电成套设备和智能型光伏专用电器系列产品市场的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条，

利用公司电力系统集成商和光伏发电EPC总承包商的优势， 加大市场研发和市场拓展力度，

推动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增长。 2017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55,147.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28%，实现营业利润47,018.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80%，利润总额51,202.05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40.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672.4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14%。 净

利润增幅高于销售收入增幅，主要是公司在输配电领域强化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市

场拓展，收入较大幅度增长及期间费用增幅小于销售收入增幅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854,933.82万元，比上年末增加14.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489,009.08万元，比上年末增加8.02%，主要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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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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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2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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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56,219.05 138,517,636.08 25.73%

营业利润

5,049,098.05 -26,676,327.14 118.93%

利润总额

5,300,350.46 -25,705,794.33 12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5,366.13 -25,705,794.33 12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17 1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4.87% 5.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13,767,088.34 607,163,560.51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0,578,054.03 515,352,687.90 1.01%

股本

150,000,000 15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47 3.44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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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156,219.05元， 营业利润5,049,098.05元， 利润总额5,300,

350.4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25,366.13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5.73%、118.93%、

120.62%、120.33%。 影响上述财务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7年初，公司确定销售计划目标，通过改变营销策略、内部挖潜并调整产品结构，使主

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2.62%，同时承接军工产品以及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

司来料加工业务，为公司带来较大收益；

2、2017年度，公司继续推进降本增效措施，通过调整工艺生产线减少生产损耗，积极利用

并盘活仓库部分呆滞品，合理控制原材料采购，做到采购源头严把关；

3、2017年初，公司制订了各部门、各销售员的差旅费和业务招待费限额报销规定，减少不

必要开支，降低费用；

4、2016年度，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支付了重组相关的中介费用，2017年度未发生

该笔支出，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26.54%；

5、2017年度，公司通过对呆滞品及发出商品、库存商品等的处理，使存货不同程度地减少，

存货较上年同期下降20.81%，从而减少了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17.6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上年同

期相比上升5.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0.87%，主要系公司

本期盈利所致。

2017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545.82万元，合并后净利润为522.54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00万元至1,0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

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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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928� � � �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18-005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转让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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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有限公司持有的厦门凤凰创壹软件

有限公司21%股权。

交易价格： 6,127.8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传媒"或"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有限公司拟公开挂

牌转让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凤凰职业教

育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职教"）公开挂牌转让厦门凤凰21%的股权。 相关内容详见

《凤凰传媒关于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有限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公告》（2017-035）。

二、 交易进展情况

凤凰创壹21%股权在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期间，收到了由陈源川、林庆平和霍尔

果斯万鑫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方组成的联合受让方提交的申报材料。 由于

受让方唯一，凤凰创壹21%股权以底价6,127.80万元成交。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出具的成交确认函，近日凤凰职教与陈源川、林庆平和霍尔果斯

万鑫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签订了 《关于厦门创壹股权的国有产权转让合

同》。 转让后凤凰创壹的股权结构：林庆平持股33%，凤凰职教持股30%，陈源川持股22.2%，陈

源浩持股9.8%,霍尔果斯万鑫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5%。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三、 交易对方介绍

（一）陈源川

身份证号：350128198411080112；住所：厦门海峡国际社区三期33号楼2301室

（二）林庆平

身份证号：350211196403070052；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莲东二里28号1802室

（三）霍尔果斯万鑫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4004MA77L87R8B； 住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配

套区上海路2-11-26；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睿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 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乙方一陈源川、乙方二林庆平、乙方三霍尔果斯万鑫创富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为联合受让方

（二）转让标的

厦门凤凰创壹软件有限公司21%股权

（三）转让价款

根据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公开交易程序，甲、乙双方共同确定成交价格为6,127.80万元。

（四）支付方式

1、 乙方已交纳的保证金613万元中的80022元在被江苏省产权交易所确定为受让方后已

转为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支付的交易服务费。

2、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将5,522.8022万元款项一次性划入江苏省产

权交易所指定的交易专用帐户（开户行：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营业部，户名：江苏省产权交易

所，帐号：76490188000126370）。

3、乙方在履行上述第2款约定后，针对乙方已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提交的保证金扣除交

纳的交易服务费后的余款604.9978万元，即转为交易价款。

（五）交易手续费

甲、乙双方分别向江苏省产权交易所支付交易服务费用。

（六）产权交割事项

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完毕全部交易价款，并且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出具交易凭证后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办理本次产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配合乙方提供办理工

商变更手续所需材料。

五、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厦门创壹的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利于对管理层实施更好的激励，

有利于其加快业务发展，拓展资本运作空间。按会计准则要求，公司将对所持剩余厦门创壹股

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本次转让实现投资收益约2380万元，具体金额以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

为准。

六、 备查文件

《关于厦门创壹股权的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