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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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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2,996,189.38 1,377,424,259.20 15.65

营业利润 57,895,163.23 49,700,324.26 16.49

利润总额 57,088,674.49 58,425,461.50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621,887.64 49,342,743.68 0.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1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3.32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06,919,776.89 1,931,564,131.81 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1,522,850,018.45 1,505,331,982.80 1.16

股本 369,256,000.00 369,25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12 4.08 0.9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9,299.62万元，同比增长15.65%；实现营业利润5,789.52万元，同比

增长16.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62.19万元，同比增长0.57%。 报告期公司基本每

股收益为0.13元，同比增长0.00%。

上述变动的原因：报告期内，受益于大健康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措施

的有效驱动， 公司稳步推进年初确定的经营计划，2017年全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与去年相比

实现了稳步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210,691.98万元，较期初增长9.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152,285.00万元，较期初增长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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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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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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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保龄宝” 、“上市公司” ）于2018年2月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保龄宝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1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董

事会高度重视，并已按照《问询函》中的要求，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

说明，具体回复如下：

【问题1】请详细说明刘宗利等上述股东转让股份的具体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后续安排。

【回复】

2018年2月6日，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以下合称“转让方” ）、北京永裕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裕投资” ）、戴昱敏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拟向永裕投资

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且已将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行使的47,227,636股上市公司股份， 占上市

公司已发行股本总额的12.79%。

转让方基于自身需要，同时考虑到上市公司大健康业务的战略布局及永裕投资在业务拓

展方面的资源，为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健康发展，优化上市

公司股东结构，为全体股东带来良好回报，拟将部分股权转让给永裕投资。

针对本次股份转让的相关事项已由协议各方在《股份转让协议》中进行了明确约定，系

各方的真实意思表达。 同时，协议各方已出具声明，不存在其他后续安排。

【问题2】根据《协议受让公告》，永裕投资本次协议受让目标股份的每股价格为19.92元,�

对比协议签署日收盘价溢价99.60%。 请说明上述溢价的具体原因与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权益变动前，永裕投资直接及间接持有上市公司38,533,459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10.43%，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拥有上市公司47,227,636股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

的12.79%。

本次权益变动后，永裕投资将直接及间接持有上市公司85,761,09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

额的23.23%。 通过本次股权转让，永裕投资将直接持有原表决权受托的股份，使其控制权更为

稳定。 同时，永裕投资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其业务资源与上市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

战略布局高度契合，能够有效利用上市公司平台资源，发挥协同效应，提升上市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和盈利能力，促进上市公司健康稳定发展，能够为永裕投资带来良好投资回报，具有投资

价值。 因此，在协议各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永裕投资给予转让方一定的溢价。

综上，本次股份转让定价是交易各方在充分考虑本次交易前的收盘价格的基础上平等自

愿、充分协商的结果，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具备合理性。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股权转让溢价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问题3】请全面披露永裕投资本次协议受让所涉及资金的来源情况，直至披露到来源于

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

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

还款计划（如尚无计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次永裕投资协议受让保龄宝47,227,636股共需支付940,774,509.12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

资金。

截至本回复签署日，永裕投资注册资本为1,500,000,000元，实收资本为1,014,790,000元。戴

斯觉先生未来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向永裕投资增资485,210,000元，足额

缴纳注册资本。

戴斯觉先生未来拟对永裕投资的新增实缴资本485,210,000元，来自于戴斯觉母亲邓淑芬

女士对其的借款。 该借款未约定还款期限和利息， 未提供担保。 邓淑芬女士目前持有Sino�

Merchant� Car� Rental� Limited� 60%股权， 后者直接持有港股上市公司弘达金融控股（01822.

HK）52.75%股权。除此之外，邓女士还在资产管理和投资领域投资了境内多家公司。邓淑芬女

士有足够的资金实力为戴斯觉先生本次收购保龄宝股权提供财务支持。 邓淑芬女士已出具说

明，上述款项全部为本人自有或自筹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

关联方（本人除外）的情况，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获得资金的情

形。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协议受让保龄宝股权的资金来源为永裕投资自有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保龄宝或其关联方（永裕投资及其关联方除外）的情形、

不存在通过与保龄宝的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取得资金的情形。

【问题4】请你公司进一步核查并明确说明，永裕投资在本次协议受让后12个月内是否存

在对你公司资产、主营业务、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章程修改、现有员工聘用、分红

政策等事项的重大调整计划。 如是，请说明与相关调整匹配的人才储备和资金筹措等方面的

具体安排；如否，请予以明确说明，并请督促永裕投资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中予以补充披

露。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日，永裕投资在本次协议受让后12个月内，

不存在对保龄宝资产、主营业务、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章程修改、现有员工聘用、

分红政策等事项的重大调整具体计划，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中具体说明如

下：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永裕投资将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积极发展上市公司

现有大健康领域业务，优化资产质量及业务结构，增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以提升股东回报率。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永裕投资不存在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

整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的后续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永裕投资不存在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

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

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

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永裕投资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

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永裕投资不存在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

定程序和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永裕投资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作重大变动的计

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永裕投资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

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它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永裕投资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

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永裕投资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

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签署日，永裕投资在本次

协议受让后12个月内，不存在对保龄宝资产、主营业务、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章

程修改、现有员工聘用、分红政策等事项的重大调整具体计划。

【问题5】请你公司核查刘宗利等股东与永裕投资除了在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

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本次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协议。如是，

请说明该等协议的内容及合法合规性，以及未告知你公司的原因。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17年1月19日，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与永裕投资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和

《表决权委托协议》。

2018年2月6日，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与永裕投资、戴昱敏签订了本次《股份转

让协议》。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永裕投资作为乙方，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且已将

表决权委托给永裕投资行使的47,227,636股上市公司股份；戴昱敏作为丙方，同意为乙方于协

议项下的全部款项支付义务（包括股份转让款、违约金及滞纳金）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协议各方出具的声明并经确认，除上述协议外，各方不存在其他协议。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刘宗利等股东与永裕投资除了在2017年1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

让协议》和《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本次披露的股份转让协议之外，不存在其他协议。

【问题6】请全面梳理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等股东历次增减持公司股票与承诺

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历次增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自公司上市以来历次增减持公司股票情况如下（2009年8

月28日至今）：

股东姓名 股权变动日期 交易方式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股权变动性质

刘宗利

2015年7月6日 竞价交易 1,114,721 0.30 增持

2015年7月7日 竞价交易 3,735,300 1.01 增持

2015年7月8日 竞价交易 1,600,000 0.43 增持

2016年12月9日 协议转让 24,704,665 -6.69 减持

2017年2月28日 协议转让 18,528,499 -5.02 减持

薛建平

2010年10月13日 大宗交易 1,250,000 -1.20 减持

2010年10月28日 大宗交易 476,000 -0.46 减持

2016年12月9日 协议转让 3,799,380 -1.03 减持

2017年2月28日 协议转让 2,849,535 -0.77 减持

杨远志

2010年10月14日 大宗交易 600,000 -0.58 减持

2010年10月22日 大宗交易 1,126,000 -1.08 减持

2016年12月9日 协议转让 3,799,380 -1.03 减持

2017年2月28日 协议转让 2,849,535 -0.77 减持

王乃强

2010年10月25日 大宗交易 1,200,000 -1.15 减持

2010年10月28日 大宗交易 526,000 -0.51 减持

2016年12月9日 协议转让 3,799,380 -1.03 减持

2017年2月28日 协议转让 2,849,535 -0.77 减持

（二）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历次承诺情况

1、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承诺：在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遵守《公司

章程》关于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其他限制性规定。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承诺严格履行。

2、刘宗利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承诺已于2012年8月28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严格履行本

承诺。

3、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承诺已于2010年8月28日到期，在承诺期间薛建平、杨远志、王

乃强严格履行本承诺。

4、2013年3月19日，刘宗利向公司出具《追加限售承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

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自2013年3月20日开始至2014年9月19日， 我承诺对所持有的46,184,

320股股票不进行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也不要求上市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在上述锁定期内，将严格按照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变动管理的相关

规定管理该部分股票。 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

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

持上市公司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上市公司，并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承诺已于2014年9月19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严格履行本

承诺。

5、2015年7月6日，刘宗利向公司出具《承诺书》：基于对公司业务态势和持续发展前景的

信心，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计划在2015年7月6日起6个月内增持保龄宝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不超过800万股，增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17%；承诺增持期间及增

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本承诺已于2016年1月6日到期，在承诺期间刘宗利共增持公司股

份6,450,02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7468%。 刘宗利严格履行了本承诺。

经核查，财务顾问认为，刘宗利、薛建平、杨远志、王乃强在承诺期间严格履行各项承诺，

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问题7】 请说明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 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具体影

响，以及永裕投资未来保持控制权稳定性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回复】

（一）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的具体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系永裕投资看好上市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利用其业务资源，与上市公司

平台资源及上市公司在大健康领域的战略布局发挥协同效应，使上市公司取得长足发展。 根

据永裕投资出具的说明，在本次协议受让后12个月内，暂无对保龄宝资产、主营业务、董事会

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公司章程修改、现有员工聘用、分红政策等事项的重大调整具体计划。

因此，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会因本次权益变动事项而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二）永裕投资未来保持控制权稳定性拟采取的具体措施

永裕投资已出具承诺，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保龄宝股份，在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的

12个月内，不通过任何形式转让。同时，永裕投资于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2月2日通过信托计

划增持了上市公司股票合计11,456,355股， 永裕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将视市场情况择机

继续增持公司股份，有利于其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进一步巩固。

【问题8】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无其他说明事项。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8-017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补充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保龄宝” 、“上市公司” ）于2018年2月8日

披露了《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8年2月13日，保龄宝收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的问

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19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问询函》、相关规

则及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前述《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

补充披露及更新，补充披露内容说明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永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其《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第五节

资金来源” 、“第六节、后续计划”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之“二、与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重大交易” 等章节内容进行了补充披露及更新，除上述

内容外，《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他内容未作更改。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28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67� �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18-015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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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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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333,275.07 826,901,017.11 4.41%

营业利润 39,460,355.66 22,124,839.86 78.35%

利润总额 45,182,005.70 28,635,991.67 57.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139,165.61 25,444,782.03 4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04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2.41% 1.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70,130,566.72 2,702,443,337.17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06,702,172.01 1,074,801,072.87 2.97%

股 本 620,946,000.00 620,94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78 1.73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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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营业总收入863,333,275.07元，同比增长4.41%；营业利润39,460,355.66元，

同比上升78.35%；本年利润总额45,182,005.70元，同比上升57.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8,139,165.61元，同比增长49.89%；基本每股收益增加50%；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各类锆产品涨价，营业收入增加，产品毛利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为了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金利用率，转让部分资产实现投资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广东东方锆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77）中预计2017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变动幅度为0%-49.37%， 预计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500万元～3,800

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813.92万元， 较上

年同期增长49.89%，略高于在三季报中的业绩预计增长幅度，主要原因是：1、公司各类锆产品

涨价，营业收入增加，产品毛利增加；2、公司为了充分利用资源，提高资金利用率，转让部分资

产实现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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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51� � �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18-012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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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45.12 115,418.83 29.48%

营业利润 17,341.99 15,526.10 11.70%

利润总额 17,456.80 17,190.28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72.44 10,967.69 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971 0.8232 -1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0% 17.27% -7.0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0,170.44 144,212.87 5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1,171.84 68,935.14 90.28%

股本 18,066.61 13,322.51 3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26 5.17 40.43%

注：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9,445.12万元，同比增长29.48%，营业利润为17,341.99万

元，同比增长11.70%，利润总额为17,456.80万元，同比增长1.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1,872.44万元，同比增长8.25%。 其中受公司实施2017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形成的股

份支付的影响，管理费用增加1,291万元，剔除该影响因素，营业利润为18,632.83万元，同比增长

20.01%，利润总额为18,747.64万元，同比增长9.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163.28

万元，同比增长20.02%。

增长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客户拓展取得进一步进展，同时通过强化研发投入，不断推出新

产品，2017年研发投入约为16,477.94万元， 同比增长30.03%� ， 提升了公司各项业务的竞争优

势，保证了公司收入的持续增长。此外，公司大力加强内部运营管理，在上游原材料价格和人工

成本上涨的情况下，实现了全年业绩的稳步增长。

（二）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230,170.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9.6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1,171.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43%。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及本年度经营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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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业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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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35� � �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9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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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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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1.20 52,668.46 -0.85%

营业利润 1,029.12 6,741.47 -84.73%

利润总额 1,942.24 7,102.71 -7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5.10 6,424.41 -68.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30 -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19.25% -16.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9,217.96 87,927.66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5,073.93 64,652.93 0.65%

股本 21,600.00 10,8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1 5.99 -49.75%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2,221.20万元，同比下降0.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045.10万元，同比下降68.17%。 主要系报告期内因公司产品主要是外销且以美

元计价，相比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上升，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下降，导致公

司2017年相对2016年产生较大汇兑损失；为保持公司产品竞争力及适应行业技术发展，公司继

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较多；公司销售产品结构比例发生变化，现有产品毛利率有所

下降所致；

（2）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16%，同比下降16.09个百分点， 主要系报告期内

净利润下降所致及2016年12月份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净额29,900万元到位，导致2017年加权平均

净资产增加，但净利润未同比增加所致。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营业利润1,029.12万元，同比下降84.73%，利润总额1,942.24万元，同比下降

72.6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5.10万元，同比下降68.17%，主要系报告期内因公司产

品主要是外销且以美元计价，相比2016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上升，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

率整体下降，导致公司2017年相对2016年产生较大汇兑损失；为保持公司产品竞争力及适应行

业技术发展，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增加较多；公司销售产品结构比例发生变化，现

有产品毛利率有所下降所致；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0.09元，同比下降70%,主要系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净利润

下降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216,000,000元，比报告期初增长1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3.01元，比报告期初下降49.75%，主要系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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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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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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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71,543.19 399,212.13 18.12%

营业利润 12,307.05 6,849.10 79.69%

利润总额 12,203.41 8,626.00 4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00.39 9,218.54 26.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7 0.69 -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7% 12.03% -1.36%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7,526.29 141,273.51 1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6,889.93 80,861.97 44.55%

股本（万股） 17,866.67 13,4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54 6.03 8.46%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合并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1,543.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2%，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及子公司产销规模扩大所致。

2、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2,307.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9.69%；实现利润总额12,

203.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4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00.39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26.9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及部分子公司销售业绩增长、财务费用减少、拆迁补

偿等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6,889.93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

44.55%，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收到募集资金，以及报告期内净

利润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7,866.67万股，比报告期初增长33.33%，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466.67万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 《2017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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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49� � � �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5号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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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32.31 61,426.30 20.03%

营业利润 21,572.07 16,134.92 33.70%

利润总额 21,775.70 16,330.96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54.83 13,924.66 33.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2.4655 1.8566 32.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2% 16.24% 5.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8,580.62 99,472.25 -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646.23 89,591.40 -4.40%

股 本 7,500.00 7,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1.42 11.95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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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坚持植物生长调节战略定位，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完善作物解决方案，提升

面向直接用户的技术服务力度，使得公司经营业绩实现了较快增长，财务状况稳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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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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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62� � �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4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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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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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74,011.15 415,626,507.81 46.25%

营业利润 51,253,616.82 12,407,067.07 313.10%

利润总额 54,857,745.00 27,725,988.11 9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48,184.38 21,319,184.73 100.98%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0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2.83% 2.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68,388,002.35 938,731,771.94 1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9,910,061.35 767,417,270.18 6.84%

股本 217,099,792.00 214,102,792.00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78 3.58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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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及财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607,874,011.15元， 同比增长46.25%； 营业利润为51,253,

616.82元，同比增长313.10%；利润总额为54,857,745.00元，同比增长97.8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2,848,184.38元， 同比增长100.98%； 基本每股收益为0.20元， 同比增长

100.00%。

2、上述数据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的变动原因说明

1）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192,247,503.34元，增幅46.25%,主要原因如下：

公司在人工智能识别与交互领域技术积累深厚， 面对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之际的产业机

遇，公司结合现有核心技术优势，及时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开拓行业及新兴技术市场，

再加上北京影研科技并表，带动公司业务整体上行。 具体体现为：人脸业务中人证比对在行

业应用上取得较大进展；数据服务业务在法院、医院等行业取得突破；轨迹业务在银行领域

实现快速增长；汉王嵌入式OCR产品在海外市场的政府采购项目稳步增长。

2）营业利润同比增加38,846,549.75元，增幅313.10%。 主要原因如下:

营业收入增长带来的营业利润增长额为18,764,657.29元，增幅151.24%；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

将报告期内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

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单独列报，金额为20,081,892.46元。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以往

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

3）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7,131,756.89元，增幅97.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

增加21,528,999.65元，增幅100.98%；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加0.10元，增幅100.00%。 主要原因如

下：

报告期内事业合伙人机制充分调动了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 营业收入及毛利实现较

大增长；同时费用控制卓有成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6日发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万元至45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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