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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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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756号《关于核准亚振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

474.95万股，每股发行价为7.79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6,498,605.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

除券商承销和保荐费用30,854,902.35元，实际新股募集资金395,643,702.65元，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83,953,702.65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2月到位。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2016]5082号《验

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签订房屋

租赁重大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租赁位于上海市沪太路1865号上海立信的厂房 （以下简称

“该厂房” ）， 合同租金合计约为8,643.87万元。 详见公司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法定披露媒体上《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房屋租赁

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2017年7月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房屋

转让及租赁重大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受让位于南京牡丹江路、云龙山路交叉口的新城科技

园大唐电信（南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房屋面积约2,000.00㎡，总价约为7,960.00万元；同意租

赁大唐电信（南京）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房屋面积约3,480㎡，总价约为6,605.04万元。详见公司登

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法定披露媒体上《亚振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房屋转让及租赁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7）。

2017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3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

财产品。详见公司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法定披露

媒体上《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23）。

2017年9月18日，公司与广州亚振家居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店

支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协议约定广州亚振家居有限

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酒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监管专项账户， 用于广州亚

振家居有限公司营销网络扩建项目。详见公司登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

cn）以及公司指定法定披露媒体上《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9）。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营销网络扩建”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分公司亚振家

居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

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2018年2月26日，本公司、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张前路支行以及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对相关账户实

施专户监管管理。上述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2月26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专户用途 开户行名称 账号 账户余额（元）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营销网络扩建项

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

行

32050164733609169999 59,783,247.86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沙发及家具等扩

产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 484569169107 14,540,213.19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家具生产线技改

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 492369164787 2,772,198.96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信息化系统建设

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 513902053410899 4,363,338.32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

家居服务云平台

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 513902053410999 5,097,446.07

广州亚振家居有限

公司

营销网络扩建项

目（开设直营店

面）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国大

酒店支行

8110901012500606379 0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公司

营销网络扩建项

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张前路

支行

411907155010909 0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张前路支行（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 （以下简称“丁方” ）

注释：协议乙方是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法人主体，乙方为甲方的分公司，甲方通过分

公司实施对应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甲、乙、丙、丁四方经协

商，达成如下协议：

1、 乙方已在丙方开设募集资金监管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411907155010909，截至2018年1月24日，专户余额为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乙方营销网络扩建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丙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丁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和乙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丁方应当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乙方和丙方应当配合丁方

的调查与查询。丁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和乙方授权丁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泽、张舒可以随时到丙方查询、复印乙方专户

的资料；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丁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丙方查询乙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乙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丁方。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6、乙方一次或十二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10%之间确定）的，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丁方，同时提供

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丁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

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丁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丁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丁方调查专户情形的，乙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监管专项账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丁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10、本协议一式8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江苏监管

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亚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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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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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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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14.72 59,925.96 23.18%

营业利润 10,458.70 10,117.99 3.37%

利润总额 10,672.22 10,586.44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9,013.00 8,942.01 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1 1.19 -1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8% 42.80% 降低25.7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2,833.87 53,927.40 9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75,062.54 24,831.55 202.29%

股 本 10,000.00 7,5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7.51 3.31 126.89%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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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3,814.72万元，同比增长23.18%；实现营业利润10,458.70

万元，同比增长3.37%；实现利润总额10,672.22万元，同比增长0.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9,013.00万元，同比增长0.79%。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有：

1、公司按照年初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持续深化，海外市场开

拓较为顺利，促使公司产品的市场销量及营业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2、报告期间内，公司业务持续增长，但产品综合毛利率同比2016年有所下降，从而影响了

公司的业绩。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①为了与客户维持长远的合作关系，在2016

年下半年公司战略性调整了部分高毛利产品售价；②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3、公司产品销往海外地区的规模扩大，致使运费大幅增加。

4、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由于公司持有较大金额的美元资产，致使出现较大金额

的汇兑损失。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2,833.87万元，较期初增长90.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5,062.54万元，较期初增长202.29%；股本10,000万元，较期初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51元， 较期初增长126.89%。 上述指标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于

2017年6月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50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434,031,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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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月23日披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号：2018-002）中预测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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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延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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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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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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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553.76 36,278.49 168.90

营业利润 8,497.87 3,486.91 143.71

利润总额 8,902.98 4,249.69 10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41.47 3,547.44 12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112 0.4619 7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8% 14.20% 7.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3,789.27 61,142.31 11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2,813.34 26,757.60 60.00

股 本 10,250.00 7,680.00 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1769 3.4841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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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53.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8.90%；营业利润8,

49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3.71%；利润总额8,902.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50%；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41.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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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新疆

安防市场扩大，公司业务量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的总资产为133,789.27万元，较年初增长11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42,813.34万元， 较年初增长60.00%； 股本为10,250.00万元， 较年初增长

33.46%。

公司总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系业务量增加，致应收账款、存货、长期应收款增加；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的主要原因系：（1） 公司年初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2）

本年业务规模扩大，净利润增长；股本增长原因系公司年初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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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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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2017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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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5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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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782,236.68 569,901,638.12 97.89%

营业利润 98,574,859.31 41,433,146.77 137.91%

利润总额 104,843,279.31 51,367,556.34 10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029,142.67 42,996,128.95 8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43 6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3% 12.85% 4.1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56,129,060.17 752,285,505.05 5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2,577,360.59 436,756,894.43 15.07%

股本（股） 116,000,000.00 11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33 3.77 1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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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12,778.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89%；营业利润9,857.4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7.91%；利润总额10,484.3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1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2.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6.13%；基本每股收益0.69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60.47%。2017年度公司在包装业务上游原材料原纸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 通过

优化拓展包装业务，实现了包装业务业绩的稳步增长，同时公司新设的吉客印跨境电商业务

开展顺利，收益情况较好。因此，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均实现较大幅

度增长。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15,612.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50,257.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07%；股本较期初无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4.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5%。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营

业收入增加，相应资产、负债、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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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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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业绩快报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051� � �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8-17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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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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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5.51 31,164.27 4.53%

营业利润 6,256.26 5,009.76 24.88%

利润总额 6,203.15 5,211.68 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9.99 5,691.10 27.04%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6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6% 6.38% 1.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2,616.29 142,790.32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8,390.60 91,821.81 7.15%

股本 36,785.96 36,995.36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747 2.4820 7.7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575.5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3%；营业利润6,256.2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88%；利润总额6,203.1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02%；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7,229.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04%；基本每股收益0.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5%。

利润增长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自2015年9月起将深圳市道熙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该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14.99%,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1.62%；

（2）2017年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为625.66万元。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52,616.29万元，比期初增长6.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为98,390.60万元，比期初增长7.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6747元，比

期初增长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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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报中披露的最终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最终财务数据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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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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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151�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18-017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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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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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2,417,810.02 1,617,188,641.83 31.86%

营业利润 141,079,112.32 86,578,833.53 62.95%

利润总额 138,460,696.36 85,471,066.38 6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103,767.63 51,682,953.45 97.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11 8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1.47% 上升0.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758,506,856.84 5,632,264,485.74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37,138,825.61 4,308,906,282.45 0.66%

股 本（股） 513,240,215 512,065,675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8.45 8.41 0.48%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口径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3,241.7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1.86%， 营业利润14,

107.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2.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10.38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97.56%。主要由于：1）公司基础板块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收入及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

新并购入的公司合并使公司整体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处置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致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675,850.69万元，较年初增长2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433,713.88万元，较年初增长0.6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7日，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000万元至12,500万元。本次

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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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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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37� �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8-1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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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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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465.90 338,507.18 36.03%

营业利润 14,108.48 12,131.45 16.30%

利润总额 14,916.81 12,304.15 2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50.22 6,193.75 23.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19 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3.09% 增加0.65个百分点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87,991.25 730,931.18 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5,922.39 201,519.39 2.18%

股 本 32,736.82 32,73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29 6.16 2.1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了营业收入460,465.9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6.03%；营业利

润14,108.48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6.3%；利润总额14,916.81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1.23%；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50.22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3.52%；基本每股收益0.23元/股，

比上年同期上升21.05%。公司业绩相比去年上升的主要原因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爆破及施工业务进展较为顺利，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二)� 2017年总资产比2016年增加57，060.07万元，增长7.81%，主要是货币资金和应收账

款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测的范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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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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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65� � �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6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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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 2016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04,138,828.42 525,960,703.50 71.90

营业利润 20,202,014.59 49,778.00 40,484.22

利润总额 22,415,425.57 6,973,913.96 2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5,384.41 7,012,599.24 179.86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 1.44% 上升0.61个百分点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66,975,926.15 788,868,991.74 8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72,291,535.59 488,531,888.21 99.02

股 本 318,566,172.00 291,026,000.00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05 1.68 81.5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

公司2017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市场开拓和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并严控成本费用，公司主营业

务持续快速发展，所贡献的利润不断提高；同时，承德银河连杆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公司财务指标同比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90,413.88万元，同比增长71.9%；营业利润

较上年同期增加2,015.22万元，同比增长40,484.2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544.15万元，

同比增长22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1,261.28万元， 同比增长

17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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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全年业绩预计

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谢力先生、总经理董绍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家兴先生、会

计机构负责人赵瑞龙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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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89� � �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18-002

深圳市东方嘉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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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452.82 688,693.43 47.30%

营业利润 14,379.12 9,993.54 43.88%

利润总额 14,575.93 11,455.68 2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08.46 9,056.90 32.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2 0.87 17.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1% 12.49% -0.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36,140.62 760,458.20 -1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9,621.76 77,036.63 68.26%

股本 13,810.14 10,357.14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9.39 7.44 26.21%

注：1、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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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14,452.8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7.30%； 实现营业利润

14,379.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88%；实现利润总额14,575.9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2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008.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59%。公司2017年经营业

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大力拓展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务，IT及其他电子类行业、食品及酒类行

业等业务得到大幅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36,140.62万元，较上年末下降16.35%，主要原因是公司日常资金管

理活动业务到期结算导致资产与负债同时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9,621.76

万元，较上年末增加68.26%，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453万股，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2.94元，募集资金总额 44,681.82�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发行登记费等各项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0,576.65万元，导致股本增加3,453万元，资本公积增加37,

123.65万元所致；二是公司报告期净利润增加导致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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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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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B10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