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96� � �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2018-14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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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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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7,546,269.64 5,687,658,283.03 35.69%

营业利润

701,368,115.79 382,321,457.32 83.45%

利润总额

764,861,339.37 617,294,787.45 2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528,885.23 319,458,028.13 51.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767 0.5926 4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4% 11.62% 4.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462,226,816.07 5,749,733,120.05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14,449,731.46 2,883,080,508.01 11.49%

股 本

583,280,278.00 539,111,233.00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110 5.347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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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754.63万元，较上年增长35.69%；营业利润70,136.81万元，较上年增长

83.45%；利润总额76,486.13万元，较上年增长23.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552.89万元，较上年增

长51.99%。

2、公司2017年营业利润较上年增长83.45%，原因：（1）由于营业收入增长。 （2）根据2017年6月12日施行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公司将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营业利润” 之上的“其他收

益”列报；而准则要求对上年财务报表不予追溯调整。

3、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51.99%，原因：（1）由于营业收入增长带动了净

利润的增长，从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2）本年完成了对升腾、视易的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

进而增加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46,222.68万元，较期初增长1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321,444.97万元，较期初增长11.4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在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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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30%-6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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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8-003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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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154,695,368.39 1,585,306,335.51 35.92

营业利润

271,554,629.94 84,974,484.16 219.57

利润总额

269,502,790.46 163,605,920.39 6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386,789.03 156,569,086.39 6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72 0.1502 44.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0% 5.91% -1.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798,374,342.15 4,122,242,723.69 13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35,302,919.09 2,793,417,545.71 137.53

股 本

1,282,615,013.00 1,066,527,265.00 2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17 2.62 97.3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实现大幅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公司通过收购合肥杰发科技有限公司新增的芯

片业务和导航业务。 同时公司高级辅助驾驶及自动驾驶业务也在持续快速推进。

2017年1-1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5,469.5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92%，实现营业利润27,155.46万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19.57%，利润总额26,950.2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4.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38.6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9.50%，基本每股收益0.217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4.6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

司芯片业务及编译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979,837.4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663,530.2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17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97.3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及本年度经营业绩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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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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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14� � � �证券简称：大立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9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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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073,621.89 339,408,204.42 -10.71%

营业利润

10,120,668.11 -26,539,453.91 -138.13%

利润总额

35,062,301.18 36,167,546.14 -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52,228.34 33,108,662.44 -11.04%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3.43% -0.4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435,505,897.94 1,249,674,560.38 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94,688,858.24 976,703,296.55 1.84%

股本

458,666,666.00 458,666,66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7 2.13 1.8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307.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71%，实现营业利润1,012.07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8.13%，实现利润总额3,506.2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945.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04%。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运行保持平稳的态势，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

307.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71%，主要是由于受军改影响、公司军品项目进展较预期有所延缓，2017

年公司红外热像仪产品政府采购订单较上年同期减少。 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公司积极加大车载夜视、

巡检机器人等新兴应用领域的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新产品智能巡检机器人中标国家电网项目，并

于2017年顺利交付客户；2017年度实现营业利润1,012.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8.13%，主要是由于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 [2017]15号） 修订的规定， 本期公司将增值税超税负返还

1380.48万元计入“其他收益” 以及上年同期“核高基” 项目相关研发投入较大、本期研发费用相对较少

所致。 同时，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同比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二）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43,550.59万元，较上年增长14.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99,468.89万元，较上年增长1.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17元，较上年增长1.88%。增长

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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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为-15%-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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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8-002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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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757,393.82 1,525,223,996.41 6.07%

营业利润

548,503,733.28 467,342,269.66 17.37%

利润总额

562,822,934.27 479,566,006.53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5,668,115.74 393,660,036.16 18.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67 17.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9% 16.33% 1.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230,283,192.85 2,869,846,753.94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53,707,082.36 2,425,589,554.87 9.40%

股本

590,200,000.00 590,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50 4.11 9.4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将“政策营销” 提升到战略高度，合理解读市场发展趋势和政策导向，有效规避风险充分

发挥政策优势，持续创新营销管理模式，积极做好营销渠道管控，优化资源配置，加强与核心商业、重点终端

的战略合作，同时大力实施“节能降耗”措施，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以及净利润的持续

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1,775.74万元，较上期增长6.07%；实现利润总额56,282.29万元，较上期增

长17.3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566.81万元，较上期增长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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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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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新光圆成 公告编号：2018-016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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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15852.79 373646.63 -42.23

营业利润

209933.53 203278.93 3.27

利润总额

210129.31 205156.85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558.94 152965.62 -1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415 0.9395 -21.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3% 30.05% -12.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791595.42 1536272.06 16.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05760.26 736716.27 9.37

股本（万股）

182807.64 140621.26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41 5.24 -15.84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公司本报告期内实施了权益分派，以总股本 1,406,212,62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 为了保持会计指标的前后期可比，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最新股本进行了重新计算。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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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215,852.79万元，同比减少42.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558.94

万元，同比减少11.38%，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05,760.26万元，比期初增加9.3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41元，比期初减少15.84%，变动主要原因为：

1、本报告期公司千岛湖皇冠度假村和南通1912文化商业街区两个房地产项目整体出售，并以股权交

易的方式实现，交易总金额22.95亿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两项目整体销售收益在会计报表中列

报为投资收益，不在营业总收入中列示，因此导致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幅度较大。

2、公司本报告期内实施了权益分派，以总股本 1,406,212,62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828,076,415股，因此导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变化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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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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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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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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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9,684,213.90 2,844,228,368.43 45.90%

营业利润

438,589,565.05 -295,692,023.04 248.33%

利润总额

460,822,116.08 -280,551,960.07 26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500,370.91 -303,808,772.91 231.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18 2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0% -9.53% 21.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566,946,654.38 5,387,121,769.77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413,067,912.05 3,015,584,393.03 13.18%

股本

1,676,800,000.00 1,676,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04 1.80 13.33%

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上年同期全资子公司辽宁华峰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公司氨纶产能扩大、销售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氨

纶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项目

同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

度（

％

）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45.90%

产能扩大，销量增加，销售单价上涨

营业利润

248.33%

上年度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产能

扩大，销量增加，销售单价上涨，利润增加

利润总额

264.26%

上年度子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产能

扩大，销量增加，销售单价上涨，利润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17%

利润总额增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

233.33%

净利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未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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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8－010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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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2018年2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名，董事长杨槐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副董事长林纪良代为行使表

决权。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林纪良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292,610,

344.70元，转回合计0元，转销合计1,088,851.99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

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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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云南云投

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回避，0票弃权，0票反对。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

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

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

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同意终止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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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回避，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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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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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2月26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18年2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对公司提交的《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

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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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

申请文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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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生态” 或“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决定终止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2015年9月26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

2015年11月3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并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016年1月13日，中国证监会受理了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 2016年11月2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具体方案为：公

司以12.14元/股且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的70%，向云投集团、财富证券、员工持股计划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5,930.81万股，募集资金7.2亿元。 其中，云投集团拟出资64,633.00万元，认购5,323.97万股；财富

证券拟出资6,377.00万元，认购525.29万股；员工持股计划拟出资990.00万元，认购81.55万股。 募集资金用于

归还云投集团委托贷款4.7亿元，补充流动资金2.5亿元。

2017年8月26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

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和《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

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外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专

项说明》。 2017年9月11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

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5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

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和《关于再融资公司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

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补充

材料，并对外公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项专项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因及决策程序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以来，一直未取得中国

证监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书面核准文件。 综合考虑批文进度、公司现状、未来发展规划以

及资本市场环境等各方因素，经审慎决策,决定终止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撤回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

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

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决定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该议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三、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是综合考虑批文进度、公司现状、未来发展规划以及资

本市场环境等各方因素后，作出的审慎决策。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与持续

稳定发展造成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0� � �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8－012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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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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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的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更加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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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

分的清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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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减值项

目、金额以2017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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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7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合并商誉、 应收账款、存

货、固定资产及生产性生物资产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合计292,610,344.70元，转回合计0元，转销合计1,088,851.99元，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计提减值准

备金额占

2016

年度经

审计归母净

利润的比例

本期转回 本期转销

坏账准备

117,932,699.34 42,415,159.35 414,592.17 159,933,266.52 126.86%

存货跌价准备

12,755,354.21 674,259.82 12,081,094.3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15,467.33 1,015,467.33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

值准备

7,894.75 7,894.75

其中：成熟生产性

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7,894.75 7,894.7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7,308,549.03 7,308,549.03

商誉减值准备

250,195,185.35 250,195,185.35 748.29%

其他减值准备

合计

139,019,964.66 292,610,344.70 - 1,088,851.99 430,541,457.37 8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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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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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292,610,344.70元，转回合计0元，转销合计1,088,851.99元，考

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 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1,643,916.29元，相

应减少2017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81,643,916.29元。

三、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由于大额应收款项跨期未收回，根据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当期所计提的坏账准备有所

增加。

坏账准备期初账面余额117,932,699.34元， 本期内计提坏账准备42,415,159.35元， 转销坏账准备414,

592.17元，共计新增坏账准备42,000,567.18元，期末账面余额为159,933,266.52元。 由于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

额超过了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30%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 依规定列表说明计提减值准备

的情况如下：

项目 应收款项

账面余额

699,798,882.23

元

账面价值

581,866,182.89

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计算过程

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1)

有确凿证据表明可回

收性存在明显差异的应收款项，根据应收款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

对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的应收款项进行减

值测试，其中账龄组合减值测试期末根据应收款项不同账龄的计提比例进

行减值测试：账龄

1

年以内按

5%

计提；

1-2

年按

10%

计提；

2-3

年按

20%

计提；

3-4

年按

40%

计提；

4-5

年按

50%

计提；

5

年以上按

100%

计提。

资产可回收金额

539,451,023.54

元

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本次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

价值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42,415,159.35

元

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159,933,266.52

元

2.存货跌价准备

本报告期内，存货跌价准备期初账面余额为12,755,354.21元，本期转销减值准备674,259.82元。 其中，由

于销售计入营业成本430,324.87元，由于报损计入管理费用243,934.95元。 期末账面余额为12,081,094.39元。

3.商誉减值准备

本报告期内，由于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调整等因素影响，洪尧园林2017年未达到预期的

经营目标。依据经营条件，洪尧园林制定了未来发展规划。评估机构对洪尧园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

估。评估结论为：洪尧园林对应的资产组组合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可收回价值为37,630.00万元。公司按可收

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了250,195,185.35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并于2014年5月4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洪尧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64号）核准，公司以每股人民币15.07元的价格，向自然人徐洪尧发行

12,342,402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尧园林” ）31%股权，向自然

人张国英发行11,944,260股股份及支付3,000万元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洪尧园林35%股权，交易对价合计39,600

万元。 同时，本公司向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投集团” ）发行8,759,124股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13,200万元。 2014年5月21日，洪尧园林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合并日公司对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

并成本与合并中取得的洪尧园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差额部分确认为商誉。即合并日洪尧园林账面

价值净资产为132,448,972.04元，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78,230,731.93元（成本法评估值），公司合并成本

为367,827,468.42元（即2014年5月31日收盘价13.91×本次发行股份数量24,286,662+现金对价30,000,000）。

合并商誉=合并成本-合并中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367,827,468.42-178,230,731.93×

66%=250,195,185.35元。

公司与洪尧园林股权出售方徐洪尧和张国英签订的洪尧园林业绩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到期，2017年

公司与徐洪尧夫妇对于洪尧园林经营管理未能完全达成一致，业务拓展受到影响。 且受国家行业政策及市

场环境变化的影响，洪尧园林业绩完成情况不如预期，导致公司收购洪尧园林时所形成的商誉出现计提大

额减值准备的迹象。公司与徐洪尧积极协商明确洪尧园林经营管理模式，洪尧园林制定了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聘请评估机构对洪尧园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论为：洪尧园林对应的资产组组合在持

续经营前提下的可收回价值为37,630.00万元，公司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了250,195,185.35

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由于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超过了上一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30%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

元。 依规定列表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余额

250,195,185.35

元

账面价值

250,195,185.35

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计算过程 计算单个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0.00

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无 论是否

存在减值迹象，至少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时，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

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测试结果表

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因

本报告期内，由于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调整等因素影响，洪

尧园林

2017

年未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 依据经营条件，洪尧园林制定了未

来发展规划。 评估机构对洪尧园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

论为：洪尧园林对应的资产组组合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可收回价值为

37,

630.00

万元。 公司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了

250,195,185.35

元的商誉减值准备。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

250,195,185.35

元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余额

250,195,185.35

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7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合计292,610,

344.70元，转回合计0元，转销合计1,088,851.99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

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充分、公

允的反映了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报董

事会审议批准。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

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

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特此公告。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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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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058,402.61 1,009,742,833.17 -29.09

营业利润

-376,555,666.48 55,142,136.90 -782.88

利润总额

-379,175,639.88 89,808,717.01 -5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606,597.70 33,435,660.83 -123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2.067 0.182 -12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0% 4.01% -61.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362,730,132.07 3,436,814,310.89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69,369,763.60 849,976,361.30 -44.78

股本

184,132,890.00 184,132,89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5 4.62 -44.81

注：上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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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大幅下降，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分别下降了29.09%、782.88%、522.20%、1238.33%。 主要原因是：

1.主营业务收入下降，营业利润下降。 公司原预计实施的部分工程项目因政策及地方规划调整等因素

终止推进。公司原预计落地实施的部分PPP项目，受政策调整等影响，项目获取和融资未达预期，已落地项目

进度滞后。 公司本部及洪尧园林层面的部分工程因业主方无法提供施工面或与业主方协调不畅，导致项目

进展不及预期。 以上因素，导致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2.受融资规模增加及融资成本上升影响，公司2017年度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5,222.11万元；

3.部分工程账款回收逾期，部分应收账款账龄增加,导致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

4.商誉发生大额减值。 受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调整等因素影响，洪尧园林2017年未达到

预期的经营目标。依据经营条件，洪尧园林制定了未来发展规划。评估机构对洪尧园林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

行了评估。评估结论为：洪尧园林对应的资产组组合在持续经营前提下的可收回价值为37,630.00万元。公司

按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了250,195,185.35元的商誉减值准备，该项减值损失计入2017年度损

益，影响当期业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35,000万

元至39,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上述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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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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