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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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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南山控股”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2月13日以直接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田俊彦董事长召集，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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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公

司应收款项、各类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各类存货的

变现值、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2017年末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公司拟计提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5,485.00万元。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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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77 4.20%

存货

1,056.38 2.00%

固定资产

2,213.85 4.20%

小计

5,485.00 10.41%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5,485.00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2017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7.92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937.9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关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发表了合理性说明，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28日巨

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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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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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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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公

司应收款项、各类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各类存货的

变现值、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经减值测试，公司需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规定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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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2017年末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公司拟计提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5,485.00万元。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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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77 4.20%

存货

1,056.38 2.00%

固定资产

2,213.85 4.20%

小计

5,485.00 10.4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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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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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5.00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2017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937.92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3,937.92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7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

准。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依据

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公允地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

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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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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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8

年2月13日以直接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商跃祥先生召集，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经计提后，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公允地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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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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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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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6,601,520,545.77 4,985,812,076.68 32.41%

营业利润

1,375,231,779.24 865,981,102.84 58.81%

利润总额

1,388,171,592.32 855,814,173.73 6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0,078,150.50 526,997,146.42 21.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28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1% 9.02% 2.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6,431,381,404.27 14,716,068,515.88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88,154,504.74 5,636,859,407.36 4.46%

股本

1,877,530,273.00 1,877,530,273.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4 3.00 4.6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0,152.05万元，营业利润137,523.18万元，净利润94,946.55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00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2.41%、58.81%、57.96%、21.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本年收入增加，本年结算的产品毛利率上升，同时本年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2.�财务状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643,138.14万元，总负债972,449.23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588,815.45万元。资产负债率59.18%，基本每股收益0.34元/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11.11%。总资产较年初增加11.66%，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增加21.43%，公司经营规模和经济效益

呈现良好上升态势。

3.�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说明

项 目 增减变动幅度（

%

） 说 明

营业总收入

32.41%

主要系地产公司结算面积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收入增加

16.16

亿所致。

营业利润

58.81%

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增加

16.16

亿元，且地产业务板块的毛利增加。

利润总额

62.20%

主要系营业利润增加

58.81%

，营业外支出减少

63.87%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盈利52,000万元至70,0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

2.�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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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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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

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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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对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192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相关内容进行核实，现根据相关监

管要求，就《问询函》相关内容回复如下：

1、上述投资项目是否有具体的经营计划或投资规划，是否进行相关可行性分析，如有，请补充披露，包

括但不限于项目的具体内容、项目建设期、可行性分析等。

【公司回复】2017年12月27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无锡锡东新城商务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投

资协议书》，拟在无锡锡东新城商务区投资建设“中国南山———无锡锡东车联网小镇”（暂定名）项目，相

关协议已于2018年1月22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2018年2月12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

合肥市长丰县人民政府签署了相关《投资协议》，拟在合肥市长丰县投资建设国家级综合交通物流基地项

目，即“中国南山———合肥岗集综合交通物流港（暂定名）” ，相关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目前，

上述两项投资公司尚无具体的经营计划，但根据初步的可行性分析，公司认为该项目可行。具体如下：

一、“中国南山———无锡锡东车联网小镇” 项目

1、项目定位

项目整体定位“中国南山———无锡锡东车联网小镇” ，主要业态包含：汽车产业园、汽车文化旅游、整

车4S店、会展中心、汽车赛场、文旅商业街、配套住宅（含底商）、星级酒店、办公等。

项目将积极整合全国汽车产业资源，通过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围绕汽车智慧服务中心目标，努力打

造“一区、三中心” ：汽车后市场物联网服务标杆平台和车联网示范区、华东汽车文旅展示中心、苏南汽车

金融服务中心、苏南高端平行进口车和二手车中心。

2、项目投资环境及市场研究

（1）项目投资环境

无锡位处京沪、沪蓉两大高铁交通大动脉上，为“苏锡常”都市圈中心城市，交通便捷，经济发展活跃，

居民消费实力较强。锡山区位于无锡城市东部，与苏州接壤。辖区内基础设施健全，交通路网密集，景观优

势突出，经济发展后发优势较大。

（2）市场研究

受限购政策影响，2017年无锡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同比跌幅明显，但由于无锡城市产业基础较好，外来

人口基数较大，改善及刚需仍保持一定需求，成交价格一路维持高位运行。

无锡汽车专业市场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多为老旧市场，亟待转型升级；二是市场运营管理滞后，现

场混乱，消费体验感较差。本项目的入驻可较好整合区域市场，推动汽车后服务市场形成产业聚集，具备一

定后发优势。

3、社会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不仅有利于促进无锡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拉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还能为区域导入大

量人口，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并能有效增加当地税收。公司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达成良好的社会

效益。

4、经济效益测算

“中国南山———无锡锡东车联网小镇” 项目计划总投资人民币120亿元（含引入的商户投资），总建筑

面积约123万平方米，计划分期滚动开发建设，预计2024年底开发完毕。基于各项假设条件，预计项目资金

峰值26.5亿元（不考虑商户投资），项目内部收益率（IRR）约为14%。

二、“中国南山———合肥岗集综合交通物流港” 项目

1、项目整体定位

项目整体定位“中国南山———合肥岗集交通物流港” ，主要业态包含：公路干线集散中心、商用车交易

中心、商用车综合服务区、绿色城市配套及新能源示范基地、多式联运基地、电商物流产业园、智慧物流仓

储示范区、冷链产品交易中心、冷链仓储、配套住宅、学校等。

项目将积极整合全国物流产业资源，通过嫁接物流信息平台和公共管理服务平台，围绕“安徽省综合

交通物流枢纽”这一发展目标，努力打造“一区、五中心” ：智慧物流、仓储和新能源应用示范区，多式联运

中心、干线集散中心、冷链产业中心、商用车交易服务中心、生态宜居中心。

2、项目投资环境及市场研究

（1）项目投资环境

合肥位于安徽中部、江淮之间、巢湖之滨，是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信息、金融和商贸中心；作为国家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双节点城市和“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合肥都市圈在推动长江经

济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良好的产业经济基础与连通四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公司在合肥发展现

代物流业。

（2）市场研究

受限购政策及备案收紧影响，2017年上半年合肥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同比跌幅明显，但合肥作为区域中

心城市，产业基础好，土地供应稳定，刚需及投资需求保持一定水平，市场整体成交均价仍保持稳定运行。

2017年8月，安徽省发改委发布《安徽省物流园区发展规划》，规划中合肥将建设成为国家级物流创新

发展示范城市。规划重点之一是在合肥北部建设枢纽物流产业集群。主要包括新站区、庐阳区及长丰县等

部分区域。公司选址合肥北部（长丰岗集）建设综合物流项目，契合合肥物流发展政策规划。

3、社会效益评价

本项目建成后，不仅有利于促进合肥物流行业转型升级，拉动相关配套产业发展，还能为区域导入大

量人口，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并能有效增加当地税收。公司在取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同步达成良好的社会

效益。

4、经济效益测算

“中国南山·合肥岗集综合交通物流港” 项目计划总投资约为人民币200亿元（含引入的商户投资），

总建设规模约300万平方米，计划分期滚动开发建设，预计2028年底开发完毕。基于各项假设条件，预计项

目资金峰值21.6亿元（不考虑商户投资），项目内部收益率（IRR）约为12%。

2、你公司是否已具备开展上述项目的资质、技术、人员、资金等条件，并对你公司履行上述协议的履约

能力作出分析。

【公司回复】本公司系一家以房地产开发为核心，集成房屋、船舶舾装相结合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旗下

主要子公司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团队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物业管理超过三十年， 主要

开发区域位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辐射广州、深圳、上海、苏州、南通、长沙等地，并逐步形成了以住宅

开发为主轴，积极探索商业地产、产业地产的业务发展模式。同时，公司吸收合并深圳市赤湾石油基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基地”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已经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商务部和中国证监会

的批准，正处于实施阶段，深基地主营业务之一为物流园区业务，其通过控股子公司宝湾控股在长三角、珠

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的战略城市自行开发、拥有并管理多个大型物流园区，为包括高端制造企业、

零售企业、电子商务企业及专业第三方物流公司在内的客户提供仓储、配送、库内管理、供应链管理、设备

租赁等多元化及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因此本公司认为，上述两个项目与公司目前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方向

一致，公司具备开展相关项目的资质、技术与人员。

根据公司截至2017年9月30日的审计报告，公司资产总额166.75亿元，持有货币资金36.92亿元，同时，扣

除预收款项后的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3.03%，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值和中值（63.06%和62.94%，

引自重组报告书）；公司目前拥有的资源储备和运营能力亦为公司开展上述两个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此外，

本项目采取滚动开发方式，后续将综合考虑自有资金状况、外部融资便利性及成本、项目市场变化等内外

部情况分步实施。

3、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投资上述项目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回复】

投资上述项目存在的风险：

（1） 上述项目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以及对行业市场前景的判断，但行业发展趋势、市场行

情变化以及经营团队的业务拓展能力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公司未来经营效益的实现也将产

生不确定性影响。

（2）公司尚需通过公开招拍挂的方式获得协议约定的项目宗地，可能存在竞拍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

地区取得建设用地的风险。此外，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得有关

主管部门批复。

（3）投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素或其他无法预知原因，项目进度及后期实施

存在不确定性，如项目因故终止，可能存在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

（4）由于不可抗力或上级政策的调整，致使投资协议无法履行，双方可以协商变更或解除协议，互不承担

任何赔偿责任，投资协议存在变更或解除的风险。

（5）项目中有关数据指标等条款并不代表公司对未来业绩的预测，亦不构成对投资者的业绩承诺，公

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上述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从地理区位来看，无锡和合肥均属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范围，投资上述项目，可以进一步加大公司在

长三角区域的布局，增强公司区域优势，并与全国其他投资区域形成联动发展。同时，通过综合开发这一形

式，可以对公司“招拍挂”获取土地的方式形成有效的补充，增强公司土地资源获取能力。

上述项目投资周期较长，预计最早于2018年四季度启动，对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不明显，但

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可增强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公司回复】 公司吸收合并深基地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2018年2月12日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吸收合并后，公司将成为地产+物流双轮驱动的综合性公司，中短期内公司将以房地产开发运营为基础，以

物流园区开发运营为先导，坚持地产与物流协同并进、双轮驱动，加快战略布局，巩固现有市场地位，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中长期则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创新商业模式、提升资源价值，打通物流地产、产业地产至商

业、住宅地产产业链，打造国内领先和独具特色的综合型城市和园区运营开发商。

随着上述投资项目的进一步推进，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披露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02� � �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18-00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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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150,989.12 140,710.81 7.3%

营业利润

8,564.99 9,711.31 -11.80%

利润总额

9,138.33 10,194.71 -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4.23 9,065.20 -1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 0.86 -1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74% 18.34% -6.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67,484.21 113,268.25 4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04,448.56 53,976.57 93.51%

股 本

14,000 10,5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9.18 5.14 7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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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50,989.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营业利润为8,564.99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11.80%； 利润总额为9,138.33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8,

024.23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1.48%。

报告期内， 在公司营业总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公司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为行业4G投资趋于饱和，竞

争加剧，部分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公司毛利率有所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预计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7,484.21万元，较期初增加47.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4,

448.56万元，较期初增加93.51%；当期期末股本14,000万股，较期初增加33.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9.18元，较期初增加78.60%。

上述数据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为：2017年9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3,500万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49,

45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931.93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43,523.07万元，因此导致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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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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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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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520� � �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2018-07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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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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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30,201.96 594,231,453.27 2.42

营业利润

10,681,031.77 53,191,227.90 -79.92

利润总额

10,658,994.15 62,643,078.47 -8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31,566.69 56,927,437.17 -6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33 -72.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15.11%

下降

11.6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261,938,911.44 1,033,861,455.46 2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3,701,094.04 527,398,044.19 6.88

股 本

202,400,000.00 96,075,000.00 1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9 5.49 -49.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863.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883.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6.92%；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终止了“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报告

期累计摊销股份支付费用3,116.33万元，对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项目推进进度未达预期。

（3）报告期内，随着公司募投项目建设不断推进，公司研发投入增长较大。

此外，报告期内日元汇率整体下跌亦对2017年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2、财务状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6,193.8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2.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56,370.11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6.88%。公司股本为202,400,000股，较报告期初增长110.6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79元，较报告期初下降49.18�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以及回购注销股权激励限售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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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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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58�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8-016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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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522,160.68 998,118,989.39 8.66%

营业利润

255,080,197.74 213,416,139.92 19.52%

利润总额

254,564,980.25 226,352,156.11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828,124.93 193,903,638.09 1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32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96% 11.86% 0.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199,573,749.06 1,978,146,500.95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91,124,921.32 1,716,051,396.09 10.20%

股 本

604,880,320.00 604,880,3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3 2.84 10.2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上述数据中2016年营业利润与2016年年度报告中数据不一致是由于会计政策调整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实现营业收入108,452.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8.66%；利润总额25,456.5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2.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482.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79%。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基本每股收益为0.36元，同比增长12.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加

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19,957.37万元，同比增长11.1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9,

112.49万元，同比增长10.2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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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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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40� � �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8-016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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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2,697,235.10 7,835,898,467.16 34.29

营业利润

793,706,521.83 326,208,241.61 143.31

利润总额

796,244,296.38 355,962,941.01 12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2,776,820.07 263,731,897.26 128.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07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3% 3.95% 4.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2,536,927,240.15 19,072,275,460.82 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52,966,842.54 6,882,316,207.58 9.74

股 本

3,815,910,339.00 2,910,869,646.00 3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98 2.36 -16.10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052,269.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29%； 实现营业利润79,370.65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3.31%；实现利润总额79,624.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3.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0,277.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8.56%。

2017年公司业绩的增长主要源于公司电池材料板块、钴镍钨板块销售规模增长。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同时电池材料

板块产能释放，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253,692.72万元，相对2016年末增长了18.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755,296.68万元，相对2016年末增长了9.74%；股本为381,591.03万元，相对2016年末增长了31.0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98元，相对2016年末减少了16.10%。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出现较大幅度变动的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

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发布了《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145），预计2017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7,471.74万元—60,658.34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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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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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70� � � �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18-012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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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3,290,262.32 1,641,860,329.98 14.10

营业利润

801,515,872.68 670,503,960.95 19.54

利润总额

799,680,513.29 677,152,083.22 1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0,220,656.73 498,145,590.82 1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74 0.4947 -2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7.07%

下降

2.21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7,949,502,714.50 25,930,550,038.17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873,827,639.57 11,564,082,579.95 11.33

股本

1,497,804,400.00 936,127,75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60 12.35 -30.36

注：1、上述财务数据和指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2、因报告期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的股本

总额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及2017年度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公司积极推进证券业务整合与布

局，大力引进证券行业专业管理和业务人才，调整市场定位、经营策略，推进执行各项改革措施；延揽互联网

金融科技人才，启动金融科技业务，提升集团整体信息化建设水平；以非公开方式发行债券20亿元，为集团业

务运营提供资金支持；公司投资的Qudian� Inc.于年内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已实现部分投资收益，目前在

持股份按公允价值计量提升了集团净资产水平；出售线缆业务以集中资源专注开展金融及金融相关业务；基

于深圳地区金融、科技领域的人才与信息优势，公司启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办公场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73亿元、营业利润8.02亿元、利润总额8.0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80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4.10%、19.54%、18.09%、16.4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79.50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8.74亿元，资产负债率53.93%。

受几个因素综合影响，公司本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期下降2.21个百分点。这些因素主要有：债

务融资规模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长、合并国盛证券形成的商誉对本期净资产计算权重较上期增加、各模块展

业需要导致管理费用增长、出售线缆业务形成资产处置损失、所持Qudian股票按公允价值计量导致净资产增

加等。另外，公司于2017年4月实施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的方案，导致期末股本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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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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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72�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4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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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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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728,400.87 609,611,922.62 -0.80%

营业利润

1,886,829.07 6,613,910.65 -71.47%

利润总额

8,887,647.91 16,813,925.43 -4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38,867.17 14,548,237.89 -55.74%

基本每股收益

0.0153 0.0347 -5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1.25%

下降

0.7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570,799,691.23 1,638,958,076.07 -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74,072,073.88 1,167,630,891.18 0.55%

股本

419,700,000.00 419,7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7974 2.7821 0.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为全面贯彻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加强专业化团队建设，公司增设了职能管理部门和主要业

务事业部，因此相关成本费用同比略有上升；报告期内，受美元汇率持续下降的影响，汇兑损失大幅增加，

对报告期经营业绩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受上述主要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4,728,400.87元，同比下降0.80%；实现营业利润1,886,829.07元，同比下

降71.47%；实现利润总额8,887,647.91元，同比下降47.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38,867.17

元，同比下降55.74%；每股收益0.0153元，同比下降55.9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2017年度净利润为400万元-1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 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2017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对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事项进行任何讨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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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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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