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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6� � � � �证券简称：轴研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6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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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轴研科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2月13

日发出通知，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收到董事表决票8份，实际收到董事表决票8份。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7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表决结果：8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轴研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18年3月16日召开轴研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8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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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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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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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

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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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有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17年末对应收账

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应收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回收的可能性与可变现性、存货的可变现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等的减值迹

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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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存货等，根据内部及外部信息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如果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其账面价值将减

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经过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2017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合计金额9,741万元，

其构成明细如下表：

项目 本期发生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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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坏账损失

7,413 77.53%

二

、

存货跌价损失

2,328 24.35%

合计

9,741 101.88%

注：轴研科技2017年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国机精工有限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公司对2016年财务报表进行重

述，重述后的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61.81万元。

3、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

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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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41万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减少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9,431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9,431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具体说明

1、坏账损失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类别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

万元

）

1

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828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

账龄组合

）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20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小计

508

2

其他应收账款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7,119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

账龄组合

）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14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

小计

6,905

合计

7,413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主要系2017�年11月全资子

公司阜阳轴承有限公司（简称阜阳轴承）进入破产清算阶段，自2017年11月起，轴研科技不再

将阜阳轴承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轴研科技在2017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层面对阜阳轴承的应收

账款和其它应收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

资产可收回金

额

资产应提减值

金额

前期已提减值

金额

本期转回

金额

本期计提减值

金额

对阜阳轴承的应收账款

828 0 828 0 0 828

对阜阳轴承的其他应收账款

7,119 0 7,119 0 0 7,119

合计

7,947 0 7,947 0 0 7,947

2、存货跌价损失明细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末跌价准备 其中

：

本期计提的跌价准备

原材料

8,831 496 216

在产品

19,020 5,215 1,283

库存商品

21,517 2,528 829

合计

49,368 8,239 2,328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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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客观、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截至2017年12月

31日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计提后更能公允、客观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

况。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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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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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3日发出，2018年

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收到监事表决票3份，实际收到监事表决票3份。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计提后更能公允、客观反映公司资产

和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议案内容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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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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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

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3月16日15:2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16日的交易时

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15:

00至2018年3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3月12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截至2018年3月12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河南省郑州市梧桐街121号 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及章程修订案。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

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等方式。

2、登记时间

2018年3月15日上午8：30-11：30，下午2：00-5：00（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

3、登记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梧桐街121号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出席会议所需携带资料

（1）个人股东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

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

（2）法人股东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委托

他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能证明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5、会务常设联系人

姓名：冯涛

电话号码：0371－67619230

传真号码：0371－86095152

电子邮箱：stock@zys.com.cn

邮政编码：450001

6、会议费用情况

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046

2、投票简称：轴研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3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15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3月16

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截止2018年3月12日，本人（本单位）持有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兹委

托（身份证号:）出席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思表

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弃权 反对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为。

委托人：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个人股东签名或盖章，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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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次董事会（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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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华科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经征求全体董事同意，会议于2018年2月

27日在公司A楼1906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吴光美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

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方式表决5人，无委托出席情况。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书面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发布于2018年2月28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8-014号《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出具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

明，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相关文件全文发布于2018年2月28日

的巨潮资讯网。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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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华科技”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经征求全体监事同意，于2018年2月27日

在公司A楼1906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经勇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

议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书面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依据合理，能够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该计提事项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规范。

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发布于2018年2月28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8-014号《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六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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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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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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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8,838,388.09 1,672,973,594.75 73.87%

营业利润

-80,062,935.59 92,798,987.41 -186.28%

利润总额

-80,661,960.85 99,689,498.15 -18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35,836.62 81,800,182.87 -177.1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4 0.18 -177.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4.07% -7.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161,416,826.20 5,846,099,171.38 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53,682,633.96 2,039,922,776.02 -4.23%

股本

446,034,534.00 446,034,53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38 4.57 -4.1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同时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号）和财政部会计司《关于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

关问题的解读》的要求对本期财务报表列报和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0,883.84万元，同比增长73.8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313.58万元，同比下降177.18%。

（一）营业收入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承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天盈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阿拉尔年产30万吨乙二醇（一期）等总承包项目进展正常，同时黔西县黔希煤化

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30万吨/年乙二醇EPC总承包工程亦已全面复工建设，按完工进度确认

的收入同比增加。

（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谨慎性原则，本

公司对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分析和相应评估，本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8,

551.61万元， 导致本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24,750.91万元人民币。

2017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详见发布于2018年2月28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

东华科技2018-014号《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东华科技

2018-005)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000万元至–7,000

万元。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范围之内，不存

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五、其他说明

本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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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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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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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8年2月27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董事会、第六届第四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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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本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

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按照谨慎性原则，本公司对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等

资产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分析和相应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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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范围：本公司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固定资产等。

（2）计提金额：经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38.81

万元人民币，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428.36万元人民币，存货跌价准备29,118.78万元人民币，

合计28,551.61万元人民币，占2016年度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比例349.04%。

（3）报告期间：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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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情况的说明

2017年度，本公司计提的刚果（布）蒙哥1200kt/a钾肥项目工程建设总承包（以下简称

“刚果(布)钾肥总承包项目” ）等项目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29,118.78万元，占本公司2016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六节“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规定，本公司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

万元

）

88,819.03

资产可收回金额

（

万元

）

59,700.2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主要是刚果

(

布

)

钾肥总承包项目建造合同预计损失

。

具体计算过程为

：

对该项目分别按继续建设和终止建设考虑可收回金额

：（

1

）

继续建设

。

根据该

项目目前的实际情形

，

按照与新的实际控制人沟通情况

，

在处理完相关法律事务

、

债权债务之前

，

预

计该项目至少在两年后才可以重新启动

。

由于项目建设延期导致设备闲置时间较长

，

预计将达

6

年

左右

，

因锈蚀

、

部件失效老化等原因

，

需对其进行折价处理

。

新的实际控制人亦将会根据当时的设备

实际情况很大可能对其后续建设方案

、

建设条件等进行调整

，

根据折价和方案调整的因素进行可收

回金额的判断

；（

2

）

终止建设

。

考虑项目业主的原实际控制人已不具备履约能力

，

且无法正常支付工

程款项

，

本公司已完成的建安工程和已采购的设备预计将产生合同损失

。

项目终止建设时

，

已完成

的建安工程和已采购的设备将会被变卖处置

，

处置产生的合同损失难以获得补偿

。

综上分析

，

本次对可收回金额的测算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分析

，

成本法是依据被评估资产组在

全新状态下的重置成本扣减实体性损耗

、

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来确定可收回金额

。

本公司在综

合考虑以上两种情形的基础上

，

确定最终的可收回金额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

，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办法

。

本期计提数额

（

万元

）

29,118.78

计提原因

刚果

(

布

)

钾肥项目业主原实际控制人春和集团已处于严重债务违约状态

，

并通过召开

MAG

公司股

东大会确定将其在

MagMinerals Inc.

的全部权益出让给

Fruit Holdings Limited

，

且新的实际控制人从

自身商业利益考虑

，

该项目总承包合同需重新洽谈签订

，

本公司已完成的建安工程和采购设备预计

将会造成合同损失且难以获得补偿

。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本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

750.91万元，减少本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24,750.91万元。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最终数据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的财

务数据为准。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本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中对本公司2017年度业绩的预测。

四、董事会关于本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本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共计28,551.61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合理，可更为公允、真实地反映本公司资产

状况和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

五、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1、监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依据合理，能够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该计提事项将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程序规范。

2、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通过对本公司计提减值准备事项进行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审议程序合法，计提

依据充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系遵循稳健的会计原则，合理规避财务风险，公允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涉及利润操纵，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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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8-019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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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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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1,474,992.79 3,455,902,430.25 1.32

营业利润

971,855,816.79 588,493,382.05 65.14

利润总额

990,437,806.99 593,914,495.90 6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2,469,122.68 503,455,675.24 59.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78 0.49 59.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77 11.96 4.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445,034,576.01 5,503,922,348.92 1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82,954,446.15 4,385,029,479.51 15.92

股本

1,027,092,040 1,027,092,04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95 4.27 15.93

注

：

1

、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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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经营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公司营业收入为3,501,474,992.79元、营

业利润为971,855,816.79元、 利润总额为990,437,806.9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2,469,122.68元，分别较上年度增长1.32%、65.14%、66.76%和59.39%，公司2017年度业绩上升

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游戏版块和汽车零部件版块都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发展及出售杭州盛锋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盛锋” ）。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结构

合理， 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与公司经营模式以及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 总资产为6,445,

034,576.01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82,954,446.15元，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17.10%、15.92%。

2、变动幅度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的增长幅

度均在30%以上，系公司游戏版块业务和汽车零部件版块业务均保持稳定发展及出售杭州盛

锋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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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预计的增长幅度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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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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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8）010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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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619,152.90 1,112,322,006.48 31.31%

营业利润

20,761,702.47 63,807,452.64 -67.46%

利润总额

24,250,291.51 78,815,323.14 -6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70,039.01 64,509,427.23 -81.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57 0.1420 -8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4.76% -3.9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351,528,572.45 2,390,899,338.10 -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13,720,954.74 1,516,002,468.72 -0.15%

股本

469,469,960 469,469,96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22 3.23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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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加大新项目与新产品开发力度，紧抓市场机

遇，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460,619,152.90元，同比增长31.31%；营业利润20,761,702.47元，同比

下降67.46%；利润总额24,250,291.51元，同比下降69.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70,

039.01元，同比下降81.29%；基本每股收益（元）0.0257元，同比下降81.90%。

造成上述公司经营业绩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如下：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

%

）

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31.31%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

营业利润

-67.46%

（

1

）

由于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

2017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

为

更加真实

、

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

、

财务状况

，

公司对相应商誉进行减值

。（

2

）

因公

司产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

采购成本增加

；

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实施年

降

，

毛利率下降

；

新项目开发前期投入较大

；

同时

，

市场紧急增量导致销售费用

（

加急运输费用

）

增加

。

利润总额

-69.23%

（

1

）

由于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

2017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

为

更加真实

、

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

、

财务状况

，

公司对相应商誉进行减值

。（

2

）

因公

司产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

采购成本增加

；

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实施年

降

，

毛利率下降

；

新项目开发前期投入较大

；

同时

，

市场紧急增量导致销售费用

（

加急运输费用

）

增加

。（

3

）

报告期内获得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1.29%

（

1

）

由于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

2017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预期

，

为

更加真实

、

准确的反映公司资产

、

财务状况

，

公司对相应商誉进行减值

。（

2

）

因公

司产品原材料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

，

采购成本增加

；

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实施年

降

，

毛利率下降

；

新项目开发前期投入较大

；

同时

，

市场紧急增量导致销售费用

（

加急运输费用

）

增加

。（

3

）

报告期内获得政府补助较上年减少

。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81.90%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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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5.74%至-61.25%；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下降-81.29%，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主要因为当时未考虑商誉减值因素，公司

董事会就上述预计差异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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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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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8-009

债券代码：112628� � � �债券简称：17拓日债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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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331,210.13 1,141,559,378.99 32.39

营业利润

165,191,641.59 107,044,727.82 54.32

利润总额

165,839,296.63 127,654,853.71 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766,965.78 128,712,093.11 19.4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4 0.104 1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4.85% 0.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722,741,289.75 4,803,884,016.75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24,165,259.59 2,703,829,862.14 4.45

股本

1,236,342,104.00 618,171,052.00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28 4.37 -47.83

注：

1、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于2017年7月5日实施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618,

171,05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1,236,342,104股，现公司

按照转增后总股本1,236,342,104股重新计算并列报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

3、 上述列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核算以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计算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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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国内自持及参股的光伏电站逐步增加规模， 电费收入和EPC工程承揽收入对公司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此外，以项目带动产品销售的营销模式将继续降低公司成本和提升公司销售

收入。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的主要原因。

（1）营业总收入增长变动原因：EPC工程收入、电费收入与组件销售增长所致。

（2）营业利润增长变动幅度超过营业总收入增长变动幅度的原因：①由于会计政策的变

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上期在营业外收入列示，本报告期列入其他收益 ②公司加

强了对经营费用的管控，收入的增加但是期间费用比上年同期相反有所下降。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原因：由于本本报告期向全体股东实施了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的权益分配方案，总股本由期初的618,171,052股增加至

本报告期期末的1,236,342,10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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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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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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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8-011

债券代码：112422� � � �债券简称：16飞马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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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64,889,321.51 52,162,863,379.82 17.07%

营业利润

411,812,936.29 2,047,839,386.76 -79.89%

利润总额

411,973,946.82 2,074,760,647.63 -8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799,319.17 1,531,983,573.85 -79.8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9 0.93 -7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5% 38.71% -3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219,984,712.88 19,684,893,411.57 1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42,415,778.86 3,946,745,105.16 4.96%

股本

1,652,880,386.00 972,282,58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51 4.06 -38.18%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母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3、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2016年12� 月31� 日公司总股本972,282,

5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7股。此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股本数由972,282,580股增加至1,652,880,386股。按最

新股本1,652,880,386股计算，公司201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93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营业规模和盈利能力均保持持续稳健增长态势，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106,

488.93万元，同比增长17.07%；营业利润41,181.29万元、利润总额41,197.39万元以及净利润30,

879.93万元，分别同比下降79.89%、80.14%以及79.84%，主要原因是：①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大

力拓展资源能源行业供应链业务，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持续稳健增长；②公司于2016年度对

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导致前期比较基数较高，剔除该非经常性损益等因素影响，

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10.78%；③受宏观经济环境及汇率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报告

期内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21,998.47万元、净资产430,503.29万元，分别比期初增长12.88%、

5.6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拓展业务，业务规模扩大导致经营性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相

应同步增长以及业务盈利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652,880,386股，较期初增长7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合计转增股本680,597,80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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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10月31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预计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露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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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10� � �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2018-012

债券代码：112422� � � �债券简称：16飞马债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概况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8年2月23

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根据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决定将公司住所由“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

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2601室” 变更为“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A栋601” ，

并对《公司章程》有关“公司住所” 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

理工商变更备案等具体实施事宜。本次拟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08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26

楼

2601

室

。

第五条 公司住所

：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路

198

号马家龙创新大厦

A

栋

601

。

注：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具体相关情况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于2018年2月5日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002）、2018年2月5日披露的 《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03）和2018年2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8-010）。

公司住所及《公司章程》以工商部门最终登记（备案）信息为准。

二、工商变更（备案）办理情况

近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公司住所及章程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取得了由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下发的《变更（备案）通知书》(21801297502)，具体变更（备案）事项如下：

1、章程备案

2、住所变更

变更前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26楼2601室

变更后住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大新路198号马家龙创新大厦A栋601

除上述变更 （备案） 事项外， 公司工商登记备案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公司章程》

（2018年2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869、200869� � � �证券简称：张裕A、张裕B� � � �公告编号：2018－临003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杨明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明先生因年龄原因，决定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杨明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后，将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杨明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033� � � � �证券简称：同花顺 公告编号：2018-004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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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8年2月28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核新同花顺网络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