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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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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2月22日以电话

和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

加表决的董事8人，董事王献蜀先生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7�年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

和财务状况及2017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对 2017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对

各类应收账款回收可能性；开发支出、无形资产及商誉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

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以上详细内容见2018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43)。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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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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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月22日以电话和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实际参加

表决的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 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7�年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

和财务状况及2017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对 2017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对

各类应收账款回收可能性；开发支出、无形资产及商誉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

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以上详细内容见2018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43)。

公司监事会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并发表相关意

见如下：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时，程序合法。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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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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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事项：

1、公司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7年度修正后的预计业绩，已包含本次计提的资

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尚未经年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年报数字为准。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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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7�年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

和财务状况及2017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对 2017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对

各类应收账款回收可能性；开发支出、无形资产及商誉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基于谨慎性

原则，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预计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额约为159,994.36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例为1,

709.33%。计提资产减值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

2016

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账款

2,629.86 28.10%

无形资产

380.40 4.06%

开发支出

2,396.00 25.60%

商誉

153,789.19 1,643.03%

递延所得税资产

798.91 8.54%

合 计

159,994.36 1,709.33%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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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159,994.36万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将减少159,994.36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2017年度对商誉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的，依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列表说明如下：

本次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新嘉联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合并形成。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

153,789.19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0

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巴士科技计提

153,679.54

万元；新嘉联计提

109.65

万元。

计算单个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原商誉入账价值部分计提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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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数额

153,789.19

万元

计提原因

对长期股权投资商誉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算结果计提。巴士科技

2017

年未完成预计的经营目标，

且后期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进行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新嘉联

2017

年经

营亏损，且预算显示在后续尚无法确定扭亏，对该项商誉进行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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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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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相关资产的实际

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能

够更加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资产的实际价值，有助于提供更加真实可

靠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报董事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履行了

董事会审批程序。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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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监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的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时，程序合法。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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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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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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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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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06,104,815.58 657,686,783.29 -7.84%

营业利润

-1,627,784,587.91 122,893,491.42 -1,424.55%

利润总额

-1,872,177,756.40 116,003,453.58 -1,71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587,121.94 93,600,733.80 -2,108.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6.31 0.31 -2,1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29% 4.58% -167.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56,030,242.63 2,353,968,286.63 -6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4,377,508.52 2,090,884,889.09 -92.14%

股本

295,627,524.00 299,585,062.0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56 6.98 -91.9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7.84%、1,424.55%、1,713.9%,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187,958.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08.09%。

1、公司报告期与上期相比，营业利润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

公司2015年收购巴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士科技” )形成商誉15.36亿元，基于巴士科技经

营现状及后续预测，出于谨慎考虑，该商誉全额计提减值,计入公司2017年资产减值损失，造成公司营业利

润大幅下降。

2、公司报告期与上期相比，利润总额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

一方面营业利润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是因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献蜀未经公司授权及审批流程，对外借

款或担保，导致公司被起诉或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因相关诉讼及或有诉讼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出于谨慎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或有事项相关规定，公司将该等诉讼及或有诉讼有可能给公司造成

的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预计担保损失”共计2.88亿元，导致利润总额大幅减少。

综上所述，因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大幅度下降，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度降低；同样，因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对子公司巴

士科技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导致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也大幅度降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了本期业绩预计。预计2017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50,000万元至18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87,958.71万元，比前

次业绩预计的最高值超出4.42%，主要系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发布后，公司又收到数件诉讼及或有诉讼相关

的法律文件，此类事件难以预料及预计。因相关诉讼及或有诉讼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出于谨慎性原则，

公司将该等诉讼及或有诉讼事项有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预计担保损失”中。公司已

委托律师处理该等诉讼及或有诉讼相关事宜。

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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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士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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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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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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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81,923.51 247,764,114.01 12.64%

营业利润

40,004,405.87 6,645,873.55 501.94%

利润总额

50,529,622.28 14,097,806.71 25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81,942.52 5,305,445.58 589.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09 0.0200 604.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0.73%

增加

4.1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77,930,272.83 913,005,473.82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0,068,070.11 733,938,968.55 4.92%

股本

259,655,203.00 259,655,20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7 2.83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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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及影响因素

（1）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稳定，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077,930,272.83元，比报告期初增加18.0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70,068,070.11元，比报告期初增加4.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2.97元，比报告期初增加4.95%。

（2）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9,081,923.51元，营业利润40,004,405.87元，利润总额50,529,622.2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581,942.52元，基本每股收益0.1409元。2017年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

挥了现有矿山资源优势，将库存锂精矿委托加工成碳酸锂销售，增加了利润来源；同时加快了新能源材料产

业链的布局，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原因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同比增加501.94%，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58.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增加589.52%，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加604.50%。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公司将库存锂精

矿委托加工成碳酸锂销售，增加了公司的利润来源；（2）报告期内公司增资持有合肥融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20%的股权，增加了公司的投资收益；（3）报告期内公司控制了四川长和华锂科技有限公司80%的股权，并将

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7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中预计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变动

幅度为增长540%至590%，变动区间为盈利3,395.46万元至3,660.73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

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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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82� � �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18-021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山南路1号南京中心23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8,811,607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6.7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因公务不能亲自主持大会，特授权委托并

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荐总裁傅敦汛先生代为主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韩光律师、沈

雨朦律师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长杨怀珍女士，董事仪垂林先生、卜江勇先生、张居洋先生，独

立董事胡晓明先生、杨春福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檀加敏先生、周晓兵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潘利建先生出席了本次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南京新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之变更资金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408,811,607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为子公司南京新百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之变更资金方的议

案》

45,755,876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光律师、沈雨朦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

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8-008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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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90,486,666.01 1,195,145,239.06 878.16

营业利润

279,030,794.95 -360,039,973.89 177.50

利润总额

282,204,260.35 -343,356,795.14 18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8,377,931.20 -299,710,879.84 16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31 -0.4100 169.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4% -10.15% 18.1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110,965,467.29 17,004,835,549.85 1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09,628,484.51 2,485,525,646.33 9.02

股本

735,762,000.00 739,712,000.00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68 3.36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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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9,048.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8.16%；营业利润27,903.08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7.50%；利润总额28,220.4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0,837.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53%。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1）2016年末，公司完成中机国能

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机电力” ）80%股权重大资产购买事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

的营业收入主要来源由装备制造行业转变为工程服务行业， 公司自2017年1月1日开始合并中机电力利润

表，对本报告期业绩产生积极影响；（2）公司抓紧市场开拓和强化增收节支，主营业务的收入增长明显；

（3）公司推进资产结构调整，转让部分低效资产及非主业资产，取得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011,096.5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0,962.85�万元、

股本73,576.2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68元， 增减变动幅度分别为18.27%、9.02%、-0.

53%、9.5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8�年 1�月 3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已对 2017�年 10�月

30�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 2017�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公司

2017�年度业绩预计变动区间为20,000万元至25,000万元，本次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837.79�万元，与《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披露的预计区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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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025、200025� � � �股票简称：特力A、B� � � �公告编号：2018-014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时间为：2018年 2�月 27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至

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18年 2月27日上午 9:30�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深南中路中核大厦十五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丁辉。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217,035,2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0066%。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名，代表股份数217,035,2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0066%；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0人，代表股份

数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授权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217,035,263股，占公司A� 股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80.1218%；B�股股东（授权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提案。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提案1：关于增补娄红女士为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的股数217,035,26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其中A股217,035,263股，占出席会议A股有

表决权股份的100%；B股0股,�占出席会议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

反对的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A股0股，占出席会议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B股0

股，占出席会议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

弃权的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其中A股0股，占出席会议A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B股0

股，占出席会议B股有表决权股份的0%。

单独或合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罗少娟律师、欧倩怡律师为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

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8-009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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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237,617.87 562,978,996.85 49.96

营业利润

435,317,742.11 217,468,602.93 100.17

利润总额

438,742,384.63 221,720,243.71 9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462,253.88 214,161,541.55 102.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15 8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9.30 6.47 2.8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999,238,907.96 3,875,530,830.34 8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900,588,067.15 3,418,050,074.98 72.63

股本

1,844,896,231 800,021,077 13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20 4.27 -25.06

注1：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需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公司2017年度实施了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方案，上表各比较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注2：以上均为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1）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4,423.76万元，营业利润43,531.77万元，利润总额43,874.24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346.23万元。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上升49.96%，营业利润

上升100.17%，利润总额上升9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上升102.40%，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收

购完成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拇指玩” ）以及杭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

州搜影” ）100%股权，合并净利润增加所致。

（2）2017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86.67%，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大幅增加，虽报告期内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致股本增加，但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幅度大于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增加幅度所致。

2、财务状况

（1）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699,923.89万元，较期初增加80.60%；主要系2017年公司收购完成北京拇指

玩以及杭州搜影100%股权所致。

（2）公司报告期末股本为1,844,896,231元，较期初增长130.61%；主要系当年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并非

公开发行普通股所致。

（3）公司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90,058.81万元，较期初增加72.63%，主要系当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并配套募集资金增加股本及本期经营收益所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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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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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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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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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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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49,816.10 343,550.33 60.04%

营业利润

23,097.31 28,294.42 -18.37%

利润总额

30,215.01 41,956.30 -2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03.57 40,182.84 -34.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12.83%

下降

7.4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401,830.96 680,813.70 10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7,518.57 475,493.14 19.35%

股 本

181,502.32 174,002.70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3 2.73 14.65%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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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9,816.10万元，营业利润23,097.31万元，利润总额30,215.01万元，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6,503.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0.04%、-18.37%、-27.98%、-34.04%。

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通过前期的大规模投入，公司产品和技术实力不断加强；公司在全球销

售渠道网络建设日渐完善，运作大项目能力不断提升；这些因素导致公司在全球专网通信行业的综合竞争力

已处于较强的水平，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②新增赛普乐和诺赛特两家公司的合并报表收入。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①公司部分订单的交付延迟，造成收入未达预期；②公司持续加大市场和产品研

发投入力度，使得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增长较快；③公司因收购、基建等专项项目和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贷

款余额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较快；④收购产生的一次性费用。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401,830.96万元，净资产为567,518.57万元，股本为181,502.32万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13元，与期初相比分别增长了105.91%、19.35%、4.31%、14.65%。

总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购买后海总部基地土地使用权、收入较快增长导致的应收账款较快增长、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以及新增赛普乐和诺赛特两家公司合并报表等原因引起； 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

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及2017年度公司盈利引起； 股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及股票期权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和预留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引起。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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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区间为25,000万元至30,000万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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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说明

本次2017年度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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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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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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