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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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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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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2,863,961.83 14,455,491,144.90 30.70%

营业利润

2,932,718,925.38 1,446,845,268.41 102.70%

利润总额

2,932,493,219.29 1,468,219,366.54 9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7,970,045.63 1,056,761,818.09 8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8 0.41 9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3% 14.12% 8.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069,676,640.72 20,194,190,156.80 2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298,006,619.41 7,963,352,648.01 29.32%

股本

2,592,585,238.00 2,535,855,238.00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97 3.14 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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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总体情况较好，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的增长幅度均超过30%。变动主要原因如下：

（1）实现营业总收入1,889,286.4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43,737.28万元，同比增长30.70%，营业总收入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产品产能释放，产品价格同比提高，致使收入较去年同期取得较大幅度增长。

（2）实现营业营业利润293,271.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8,587.36万元，同比增长102.70%；利润总额

为293,249.3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46,427.39万元，同比增长99.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9,

797.00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94,120.82万元， 同比增长89.07%； 基本每股收益为0.78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90.24%；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产品产能释放，产销量增加，同时公司在报告期内通过严格成本

控制、实施精益化管理，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致使盈利较去年同期取得较大幅度提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606,967.66万元，比期初增加587,548.65万元，增长29.09%；总负债为1,

527,147.29万元，比期初增加341,721.16万元，增长28.8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1,029,800.66万元，比期

初增加233,465.40万元，增长29.32%；本期末资产负债率为58.58%，比去年同期下降0.12%；股本本期增加是

由于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致，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5,677万股普通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万

股，公司股份总数由2,535,855,238股变更为2,592,585,238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为80%～100%。

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李洪信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宗良先生、会计主管人员李辉女士签字并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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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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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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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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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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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9,388,346 2,568,911,745 57.24%

营业利润

162,650,161 37,704,172 331.39%

利润总额

155,863,239 62,666,069 14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69,907 60,423,495 11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14 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8% 4.55%

增长

5.0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182,599,383 3,004,351,047 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41,209,558 1,343,451,859 7.28%

股 本

416,904,000 416,904,000

不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46 3.22 7.4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938.83万元， 同比增长57.24%； 营业利润16,265.02万元， 同比增长

331.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286.99万元，同比增长119.90%；综合毛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

3.32个百分点。

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418,259.94万元，较期初增长39.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4,

120.96万元，较期初增长7.28%；资产负债率为64.14%，较期初增长11.23个百分点；股本为416,904,000股，未发

生变化；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46元，较期初增长7.45%。

2017年度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的主要财务指标同比变化原因如下：

1.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03,938.83万元，同比增长57.24%，主要是声学产品的订单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同比增加2,225.76万元，主要是营业规模增长，销售费用同比有所增加；

3．管理费用同比增加3,902.17万元，主要是为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公司在声学、电子、软件、结构等技

术研发方面投入增加；

4．财务费用同比增加3,325.61万元，主要是受汇率波动的影响，2017年度形成汇兑损失约2,515.01万元；

5．投资收益增加2,466.78万元，主要是公司与天原集团共同增资广州锂宝，广州锂宝由控股子公司转为

参股公司时资产评估增值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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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企业负责人郝旭明先生、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何伟成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郑崖民先生签字并盖

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刘宇红女士签字的内部意见。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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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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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2月26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悉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44号）。深交所要求公司就修订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涉及有关问题进行说明。根据深交所指示，公司管理层及时与控股股东、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充

分沟通，现将深交所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一、请详细说明上述章程修正案的目的及合法合规性，请律师发表法律意见。

回复：2017年末，公司部分董事相继因自身原因辞职，且其它持有5%以上股东股权协议转让事项悬而未

决， 对公司经营层面及市值层面均产生一定影响， 公司董事会逐步意识到维护管理层及治理层稳定的重要

性。

为维护上市公司治理层稳定，避免管理层频繁更换，保证公司经营的连续性，公司管理层在参照市场案

例并与常年法律顾问充分沟通的基础上，组织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管理层认为修订公司章程事项及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详见

公司同日披露的有关公告。

二、根据你公司2月15日公告，你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英达钢结构有限公司将你公司8959万股限售股质押

给财通证券，质押到期日为2017年9月15日。因英达钢构未偿还财通证券款项，已被财通证券起诉并获法院受

理。鉴于上述情况，请你公司说明：

1.�英达钢构被主张质权的8959万股股份占其持有你公司股份的76%，该部分股份一旦被处置，将导致英

达钢构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下降至3.54%，该事项是否可能导致英达钢构丧失控股股东地位、是否可能影响

其向你公司提名董事的权利。

回复： 2018年2月8日，公司董事会在充分征求法律顾问意见后，发出董事会通知，拟在保证合法合规的

前提下，对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以期维持治理层稳定，进而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

如英达钢构在质押融资纠纷中败诉，所持公司8,959万股股份最终被法院强制处置，可能影响其控股股

东地位及提名董事的权利，但其它股东的权力（包括表决权、监督权、收益权、提案权、提名权、提议召开股东

大会的权力）并不会因此而减损或消亡，即无论英达钢构股权如何处置，公司股东均有权按照《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完成董事会的提名、选举、换届等事宜，符合现代企业制度中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特点。

2.�你公司目前董事会9名董事中除3名独立董事外，有高立用、冯文杰、李晓振、邹书航等4名董事与英达

钢构存在关联关系。鉴于英达钢构存在前述股份被主张质权的事项，你公司本次章程修正案是否存在不合理

维护现任董事地位的情况。

回复：董事会在提议修订本公司章程时，考虑的目的为维持治理层的稳定，避免高层频繁变更影响经营

层面，尚未知悉英达钢构因质押融资纠纷被质押权人起诉。

如本次章程修订案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合理地提升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凝聚力，使权力

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充分发挥组织机构作用，维护全体股东权益。

3.�说明你公司本次章程修正案是否不合理限制其他股东提名董事的权利。

回复：首先，本次变更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已充分征询了专业法律顾问的建议，专业法律顾问发表了合法

合规的专业意见，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法》框架下，股东之间可以适当进行部分特殊约定；其次，本次提案

经董事会审议后，已提交至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将以特别议案进行表决，其它股东可以充分行使表决权。

综上，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章程修订程序，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4.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就该章程修正案是否可能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客观的独立判断，对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公司此次对《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能够有效维护上市公司治理层

稳定性，保证公司日常经营的连续性，进而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权益，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

企业发展战略要求。

（2）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未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权

益。同意对《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的修订，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

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与其认购费率优惠的

公告

为更好的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经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

人” ）与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基金” ）协商，决定自2018年3月2日起，代理销售

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光

大精选18个月” ，代码：005444），并同时参与蚂蚁基金提供的一系列费用优惠活动：

一、 费用优惠活动

（一） 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8年3月2日起，个人投资者通过蚂蚁基金认购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光大精选18个月基金，享有一定

的折扣优惠。

具体办法如下：

个人投资者经由蚂蚁基金认购光大精选18个月基金的，认购金额低于500万，实行1折优惠；认购金额

等于或大于500万，收取固定费用，不享有费率折扣。

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二） 费率优惠期限

自2018年3月2日起实行至募集结束日截止。

二、 联系及咨询方式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认购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及流程参照前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投

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客户服务热线 网址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4000-766-123 www.fund123.cn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08-202-888 www.epf.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关于旗下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

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光大银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订的代销协议，光大银行将

于2018年3月1日开始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

金代码：005444）， 民生银行将于2018年3月2日开始代理销售光大保德信多策略精选18个月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444）。

欢迎广大投资者咨询以及办理开户、认购等相关业务。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及流程参照以下银行的相关

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68

网址：www.cmbc.com.cn

3、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2-888

网址：www.epf.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88� � �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16】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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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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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总收入

1,457,281,111.22 1,495,686,256.40 -2.57%

营业利润

138,906,478.53 209,205,807.72 -33.60%

利润总额

147,216,143.09 215,320,540.60 -31.6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303,941.11 164,129,151.92 -3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7 0.26 -3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7.24% 14.56%

减少

7.3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2,962,017,940.22 2,662,337,623.01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26,399,714.30 1,496,388,507.06 2.01%

股本

635,289,655.00 635,289,655.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0 2.36 1.6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为13,890.65万元，较上年同期20,920.58万元减少7,029.93万元，减幅33.60%；

利润总额为14,721.61万元，较上年同期21,532.05万元减少6,810.44万元，减幅31.6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830.39万元，较上年同期16,412.91万元减少5,582.52万元，减幅34.0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公司应收境外子公司美国法玛威公司的美元借款及人民币借款产生较大额度汇兑损

失；由于美国市场受饲用金霉素添加方式改变的影响，市场处于适应期，美国市场饲用金霉素总体销量较上

年同期下滑；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为支付境外收购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向银行借入款项额度增加，导致负债总额和资产总额

有所增加。美国政府减税政策对孙公司普泰克公司产生利好，导致公司资本公积有所增加，净资产相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30.39万元，同比减少34.01%。2017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7年1-12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在11,489.04万元至14,771.63万元之

间,较上年同期增长-30.00%～-10.0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超出前次业绩预告范围，主要原因是收购的

孙公司杭州佑本动物疫苗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为负数，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财务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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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0727� � � �证券简称：润禾材料 公告编号：2018-006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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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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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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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26.12 30,109.58 53.19

营业利润

5,188.13 4,375.08 18.58

利润总额

5,725.78 4,446.13 2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40.42 3,628.65 3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0.51 2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7% 17.18%

下降

0.1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1,060.70 37,217.35 6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6,497.24 24,443.83 90.22

股本

9,760.00 7,32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76 3.39 40.41

注：1、上表数据为合并报备数据。

2、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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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6.12万元，同比增长了53.19%；营业利润为5,188.13万元，同比增长

了18.58%；利润总额为5,725.78万元，同比增长了28.78%；基本每股收益0.64元，同比增长了25.49%，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为17.07%，同比下降了0.11个百分点。

（1）公司营业总收入取得较高增长的原因如下：

①公司宁海新厂生产基地释放的产能及公司募投项目的逐步实施导致产品销量大幅增长， 同时随着

原材料大幅上涨、产品研发的投入和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公司经审慎决策后提升了产品价格。

②近年供给侧改革极大促进了产业升级和行业整合，使有机硅行业进入洗牌阶段，部分环保不合规的

小型厂商被迫关停，使得行业集中度提升，下游客户的采购逐渐向规模较大型企业集中。公司因自身规模

化及环保规范方面的优势在此轮供给侧改革中受益明显。

③公司加大市场推广和研发投入，保证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在市场推广方面，提高市场拓展并加

大拓宽销售渠道的力度，并在完善老客户维护的同时提高新客户开发力度；在研发投入方面，公司坚持对

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提高产品竞争力，部分产品经2017年上半年市场推广试用后，下半年

中客户采购增长趋势已显现。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高增长主要是营业总收入大幅度增长所致。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为61,060.70万元，同比增长64.07%，主要是公司于2017

年11月27日公开发行新股2,440万股、募集资金（净额）170,629,207.54元的到位扩充了公司资本及销售规模

的扩大带动利润增长和规模效应摊薄固定费用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6,

497.24万元，同比增长90.22%，主要是因公开发行新股2,440万股及经营净利润的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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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2017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8-005）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2017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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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769� � � � �股票简称：普路通 公告编号：2018-008号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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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775.01 359,500.77 49.87%

营业利润

8,169.26 21,719.81 -62.39%

利润总额

8,148.46 22,504.17 -6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83.46 19,090.84 -6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51 -6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3% 17.37% -11.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397,842.29 1,523,779.75 -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6,087.44 118,815.68 6.12%

股本

37,651.36 37,670.38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5 3.15 6.35%

注：1、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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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8,775.01万元，同比增长49.87%；实现营业利润8,169.26万元，同比下降

62.39%；实现利润总额8,148.46万元，同比下降63.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83.46万元，同比

下降64.47%。

2017年公司两大业务板块之一的ICT业务，主要客户小米、创维、中科曙光等业务规模实现稳定、快速增

长；另一大板块，医疗器械业务的供应链管理规模也实现大幅增长；同时，融资租赁板块在有效风控前提下，

开始释放业绩，创造利润；跨境电商板块也正按区域、分层次稳定推进。总体而言，2017年度公司通过市场的

不断深入、经营效率的提升、风险及费用的控制，实现了整体业务规模的较大成长。

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公司对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整

体计提坏账80%，计提总金额为14,540.66万元（具体请参见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计提坏账准备的公告》）。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397,842.29万元， 较期初下降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6,

087.44万元，较期初增长6.12%；公司总股本37,651.36万元，较期初下降0.05%，主要原因是：2017年8月23日，公

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90,162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月31日，公司披露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公司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70%~-40%，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5,727万元~11,455万元。”

2017年业绩快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83.4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4.47%。本次业绩快

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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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普路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74� � � � �证券简称：快意电梯 公告编号：2018-011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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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102,462.89 782,291,010.98 -4.24%

营业利润

82,095,431.52 112,032,797.62 -26.72%

利润总额

89,317,037.33 116,701,126.14 -2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568,997.18 98,278,954.16 -23.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08 0.3914 -38.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3% 23.44% -14.5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1,442,131,551.78 897,840,707.97 6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00,599,363.65 458,884,451.74 118.05%

股 本

334,800,000.00 251,1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9 1.83 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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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和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使公司主要产品成本上升，同时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加剧，主要产

品销售价格下降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使公司2017年经营业绩有所下降。

（2）报告期内，因公司业绩下降和本期上市导致股本及净资产增加，使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均同比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42,131,551.78元，较报告期期初增加60.62%，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上市后

募集资金到位导致净资产大幅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股本334,800,000股，较报告期期初增长33.33%，系因公司本期发行上市增加股本

83,700,000.00股；

（3） 报告期末，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00,599,363.65元， 较报告期期初增长

118.05%，主要是因为公司本期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及本期产生的利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32.84%至-13.51%，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6,600.00� 万元至8,

50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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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下降23.11%与2017年第三季

度报告所披露的业绩预测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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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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