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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975,034.87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6,864,892.38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07,889,857.51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东方银星

600753 ST

冰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华明 王南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

号城开中心

1

号

楼

32

层

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

166

号城

开中心

1

号楼

32

层

电话

021-33887070 021-33887070

电子信箱

jhmdfyx2015@163.com wndfyx2017@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稳定持续经营，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主要以煤炭、焦炭等煤化工产

品为主，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张，未来将进一步扩充贸易品种，做大做实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同时，由于客观原

因，报告期内公司暂时未开展地产业务，未来将积极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通过分析研判寻找合适机会开展

产业地产领域的业务。 未来公司将形成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产业地产开发经营的双主业发展模式。

行业情况说明

1、大宗商品贸易

2017年大宗商品价格屡创近年来新高。 一方面，全球经济复苏加快是大宗商品行业回暖的主要因素；其

次，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与环保力度的加强推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成效持续显现，过剩产能有序化解，以煤炭、钢铁等为代表的周期类行

业产品都呈现出供需形势向好的态势。 随着煤炭去产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煤炭价格在从低谷攀

升之后一直保持高位运行，产业链上相关企业效益呈明显改善的态势。

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将用3-5年

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的目标。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全国煤矿数量由2016

年初的12000多处减少到目前的8000处左右。 单井规模也有所提高，由30万吨/年增加到50万吨/年。 此外，全

国还建成了年产120万吨及以上的大型现代化煤矿1200多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5%以上，优质产能比重

大幅提升。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是更为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我国落后产能仍然较多,产能

优化空间大。

2018年1月22日，国家发改委等12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兼并重组，实现煤炭企业平均规模明显扩大，中低水平煤

矿数量明显减少，上下游产业融合度显著提高，经济活力得到增强，产业格局得到优化，对维持煤炭市场的

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运行整体平稳，动能转换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内结构升级和行业集中度提升，质量提升步伐也

会进一步加快。

2、房地产行业

2017年中国房地产行业迎来变革性一年。随着十九大对房地产行业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 ，住宅房地产迎来新的住房制度，这个住房制度是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调控

政策将继续针对遏制投机炒房展开。 目前中国传统住宅房地产市场以新房、二手房、租赁为主，初步形成了

三足鼎立，三个市场相互补充，同时也相互联动的关系。 从长远的趋势来讲，这三个市场之间的关联度会越

来越强，二手房、租赁市场的上升速度会更快，从而使得购租联动，一手、二手市场联动，形成三个市场相互

补充、相互联动的格局。传统住宅房地产市场作为经济支柱型产业，随着政策调控逐步“常态化” ，将有助于

挤出泡沫，促进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而产业地产往往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密切。 未来，国家将继续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发展水平，促进

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诺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产业地产以其更高的利润、更好的土地资源

和相对更低的风险，正在成为地产行业的新宠。 党的十九大之后，随着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随着“一带

一路”经济带的拓展与延伸，产业地产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发展契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5

年

总资产

219,375,790.03 206,208,540.34 6.39 230,555,378.28

营业收入

346,233,448.05 30,066,055.23 1,051.58 13,128,47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975,034.87 2,622,865.01 623.45 38,613,41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160,188.32 -5,522,742.77 -4,560,26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1,555,480.36 142,580,445.49 13.31 139,957,58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81,152.43 -22,040,141.36 96.46 201,953,828.9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8 0.020 640 0.30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8 0.020 640 0.3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48 1.86

增加

10.62

个百分点

32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

营业收入

8,257.04 54,933,047.80 167,996,150.76 123,295,99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31,506.73 2,974,484.87 5,098,163.00 11,833,89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931,506.73 2,565,087.61 4,863,073.09 3,663,53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563,147.03 1,879,346.35 12,687,537.42 -11,784,889.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5,1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5,03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庚地产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40,960,015 40,960,015 32 0

质押

40,960,015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0 28,823,378 22.52 0

质押

15,1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0 10,856,592 8.48 0

质押

10,85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晋中东鑫日盛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8,374,400 2,585,699 2.02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金谷

·

信惠

6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37,447 2,037,447 1.59 0

无

0

其他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国

民信托

·

龙头

2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808,800 1,808,800 1.41 0

无

0

其他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国

民信托

·

三想梦想

7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00,000 1,700,000 1.33 0

无

0

其他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国

民信托

·

三想梦想

9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80,000 1,580,000 1.23 0

无

0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华润信托

·

捷昀

2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8,101 1,458,101 1.14 0

无

0

其他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

国

民信托

·

龙头

7

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81,539 1,181,539 0.9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豫商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

人

。

未知其他法人股东与自然人股东间或自然人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以焦炭及煤炭等煤化工产品的大宗商品贸易业务为主。 2017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346,233,448.05元，较去年同期的30,066,055.23元增加1051.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

975,034.87元,�较去年同期的2,622,865.01元增长623.45%。

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业务方面，报告期内，为扩大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增强公司主营业务盈利

能力,公司先后成立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并借助控股股东资源优

势展开焦炭及煤炭大宗商品贸易业务。2017年底已经扩充成立燃料油事业部、供应链管理事业部。随着业务

及团队的不断扩张，未来将进一步扩充贸易品种，做大做实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并向供应链管理及商业保理

业务延伸。

产业地产业务方面，公司在做大做实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业务的基础上，将寻找合适时机逐步启

动产业地产开发业务，实现双主业驱动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中庚集团在地产领域拥有多年的项目开发及管

理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相关资源。因此，公司将进一步借助控股股东在地产领域的资源及资金优势开展产业

地产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已经获得中庚集团总额不超过35亿元的借款及担保的支持，用于公司地产及相关

的主营业务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已尝试参与了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出让的公开拍卖，虽然最终因竞拍价

格高出公司对其估值而放弃竞拍，但公司已逐步启动地产项目开发业务。未来在股东的资金及资源支持下，

在合理规避同业竞争情况下逐步做大做强产业地产业务。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报告期内，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2017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印

发并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 会 [2017]13号）；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印发并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5�号）；财务部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改，下发了财会[2017]30号《关于修改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的调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

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1、财务报表列报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

列报，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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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

整。

2、除上述事项外，其他因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产生影响，

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宁波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上海星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8、合并范围的变更和9、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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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的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九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975,034.87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6,864,892.38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07,889,857.51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53� � � �证券简称：东方银星 编号： 2018-014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会议方式召开了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三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三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在认真阅读和全面了解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后认为：

1、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7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975,034.87元，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26,864,892.38元，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107,889,857.51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于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河南东方银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17� � � �股票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2018-19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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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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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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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643,709.97 574,620,549.79 6.44%

营业利润

50,184,543.16 78,305,486.06 -35.91%

利润总额

45,449,269.21 89,721,878.92 -4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324,990.24 61,170,732.90 -70.0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43 0.0828 -7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4.69% -3.3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37,627,595.39 2,786,683,582.58 -1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316,078,732.15 1,460,433,691.71 -9.88%

股本

753,778,212.00 753,778,21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1,75 1.94 -9.88%

注：(1)�表内数据均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

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164.37万元，同比增加6.44%，营业利润5,018.45万元，同比下降3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32.50万元，同比下降70.04%。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243,762.76万元， 较期初减少了12.5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1,

607.87万元，较期初减少了9.88%。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5元，相比期初下降9.88%。

2017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相较上一年度均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公司已于早前公告中说明，详见《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7）、《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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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1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的《2017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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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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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75� � � �证券简称：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2018-20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追加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彭朋先生关于其所

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彭朋 是

500

万

2018

年

2

月

23

日

2018

年

4

月

26

日

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5.42%

追加质押

彭朋先生因其先前质押股份的市值减少，根据其和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约定，追加质押500万股给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彭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2,173,3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3%。 彭朋先生累计质押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56,999,99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1.8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6%。

二、备查文件

1、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98� � � �证券简称：中电鑫龙 编号：2018-01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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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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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005,009,473.76 1,671,111,700.03 19.98%

营业利润

224,014,167.05 176,794,752.16 26.71%

利润总额

230,183,602.66 205,506,696.55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103,449.13 155,797,834.20 12.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487 0.2394 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 4.70% -0.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898,976,489.85 5,418,849,001.05 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305,125,227.87 4,158,180,205.14 3.53%

股本

703,960,660.00 703,960,66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6.12 5.91 3.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05,009,473.7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98%；营业利润224,014,167.05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71%；利润总额230,183,602.6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75,103,449.1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原因主要系公司公共安

全与反恐、智慧城市和智能输配电设备及智慧新能源业务增长，导致营业收入增长；同时公司一方面加强

费用管理，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增幅低于收入的增幅；另一方面，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使得财务费用

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898,976,489.85元，较年初增长8.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305,

125,227.87元，较年初增长3.53%；股本703,960,660.00元，较年初无增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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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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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财务报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7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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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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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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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960,343.55 1,050,631,623.47 8.31%

营业利润

209,766,691.79 165,682,098.98 26.61%

利润总额

210,338,918.73 213,256,594.28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012,160.89 182,233,544.71 4.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2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7% 8.08% -0.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317,895,999.07 3,122,428,436.74 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51,653,340.25 2,344,309,082.20 47.24%

股 本

913,594,055.00 847,357,560.00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78 2.77 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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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3,796.03万元，营业利润20,976.6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01.22万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31%、26.61%、4.8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

墙系统业务和幼儿园运营管理服务业务收入与盈利同比均有所增长，达成公司利润目标。 其中，由于公司需

按照《关于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在2017年度北京红缨时代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完成三年业绩承诺后计提激励奖金，列支为管理费用，受此影响，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4.8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股本分别同比增长38.29%、47.24%、7.82%，

主要因公司于2017年10月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67,500,000股，募集资金净额905,905,660.39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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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为18,223万元至

23,690万元，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0%至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

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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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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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3618�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18-015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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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春江光电"）于近日分别收到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

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富春江光电分别中标中国移动2018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次）

和中国电信室外光缆（2018年）集中采购项目。 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国移动2018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次）；

招标规模：本次中国移动2018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次）总采购量约10990.89万芯公

里；

中标单位：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份额：1.95%，分配量约为214.32万芯公里。

2.�招标单位：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国电信室外光缆（2018年）集中采购项目；

中标单位：浙江富春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标数量：50万芯公里。

二、本项目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富春江光电在2017年6月20日中标"2017-2018年中国联通光缆集中采购项目 （标包一）"第一阶梯

2.40%、第二阶梯2.60%份额后再次中标国内龙头通信运营商光缆集中采购项目，完成了对国内三大运营商

的投标工作， 进一步稳固富春江光电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本项目的执行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富春江光电

2018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富春江光电在接到中标通知书后，还需与相关单位签署合同。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备查文件：

1.�北京煜金桥通信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

2.�中国移动2018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次）中标候选人公示；

3.�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

4.�中国电信室外光缆（2018年）集中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5.�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发的《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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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2015年度和2016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3.2.1条第（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4月11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1.1条第（一）项的规定，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

为负值，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能暂停公司股票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决定

若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将

于2017年年度报告披露日起开始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

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于2018年1月20日发布了2017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7年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2万元，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新疆青

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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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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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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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3,902,521.80 1,367,738,330.66 72.10%

营业利润

225,249,663.61 140,572,499.66 60.24%

利润总额

222,476,197.23 190,481,703.99 1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014,221.99 164,015,756.96 17.07%

基本每股收益

0.4800 0.4100 1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53 6.90 0.6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6,891,716,609.54 4,422,922,295.80 5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80,929,056.53 2,463,974,548.13 8.81%

股本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70 6.16 8.8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时尚女装紧跟市场消费需求，通过加强产品设计的年轻化、时尚感，在市场消费回暖的

环境下及时调整渠道布局和营销创新，持续提升线上、线下互联协同的综合经营能力和品牌影响度，实现

女装业务营业收入111,745.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6%；同时，随着公司医疗美容和资产管理等协同业

务领域的积极拓展，新业务板块收入和利润贡献获得稳定增长，业绩完成符合预期。 基于以上原因，2017年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390.2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2.10%；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2,524.97万元、

利润总额22,247.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01.42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0.24%、16.80%

和17.07%。

报告期内，公司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战略纵深推进，已形成了时尚女装、绿色婴童、医疗美容和资产

管理等各业务板块既有独立业务体系和业务发展方向，又能相互融合，实现客户共享、资源互用、渠道联

通、板块联动、管控有效的业务协同管理机制，并共同致力于实现公司综合业务的全面升级。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89,171.66万元，较期初增长55.82%，主要是公

司因战略发展的需要引进株式会社韩亚银行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发行短期融资券和增加银行贷款所致；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8,092.91万元，较期初增长8.8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告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201.4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7.07%， 与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业绩预计的范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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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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