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2018-014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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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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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0,429,467.75 8,180,757,123.82 136.78

营业利润 912,997,539.80 -7,580,894.97 12,143.40

利润总额 934,039,538.28 1,044,742,383.49 -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299,782.52 680,732,968.23 -3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9 6.20 减少2.1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125,140,462.91 17,110,497,145.19 4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32,736,458.32 11,186,795,894.03 2.20

股本 3,257,814,678.00 3,257,814,67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1 3.43 2.33

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公司决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计量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

模式，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6.78%，主要原因是传化网战略及各项

创新业务持续推进，致使营业总收入相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912,997,539.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43.40%，主要原因是

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长、智慧物流创新业务的拓展以及按最新会计准则改列等所致；公司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0.60%、32.09%、

33.33%，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拆迁补偿款，同时公司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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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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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8-001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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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176,569.28 1,934,669,663.01 22.41%

营业利润 916,010,041.76 838,450,336.70 9.25%

利润总额 923,485,629.36 904,183,746.73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0,823,471.07 780,312,519.82 5.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825 0.8390 5.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8% 19.85% -1.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5,219,312,384.50 4,650,463,352.74 1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666,711,261.87 4,217,922,862.80 10.64%

股本 930,087,680.00 930,087,68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0175 4.5350 10.6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稳定， 销售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8,176,

569.28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0,823,471.07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2.41%和

5.19%。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5,219,312,384.50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666,711,

261.87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2.23%和10.6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为-5%—15%。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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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18－00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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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7,662,059.14 1,339,590,279.02 17.03%

营业利润 320,868,168.81 229,565,681.30 39.77%

利润总额 311,435,009.02 239,862,409.68 2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012,062.99 228,619,029.88 3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0 2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4% 8.15% -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704,767,059.35 6,305,030,522.83 2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356,999,169.82 3,677,275,171.37 18.48%

股 本 829,780,286.00 810,951,633.00 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25 4.53 15.8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766.21万元，同比增加22，807.18万元，增长了17.03%，主要

系本期合并了上海极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文化板块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2,086.82万元，同比增加9,130.25万元，增长39.77%，利润总额

31,143.50万元，同比增长29.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01.21万元，同比增长

35.60%，主要系本期合并了上海极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4-12月营业利润、深圳市值尚互动科技

有限公司和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全年营业利润，而去年同期仅合并了深圳市值

尚互动科技有限公司7-12月、北京新华先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12月营业利润所致。

2017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37元，同比增加23.33%，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54%，同比

下降-0.61%。

2、财务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770,476.71万元,同比增加22.20%，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35,699.92万元，同比增加1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股净资产为

5.25元，同比增长了15.8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7年年度公司业绩进行预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8,865.23万元至50,296.18万元， 变动幅度为比上年同期增长70%

-12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如下：

1、《别了，拉斯维加斯》与《橘子街的断货男》两个电视剧项目在2017年底未能按预期取

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因此未能确认相关收入及利润；

2、公司在2017年第四季度为补充流动资金，有息负债大幅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以及完

成向全资子公司划转不动产而增加了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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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18－006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议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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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重工集团” ）提交的《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提案的具体内容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规划等因素，为进一

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同时兼顾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

果。在符合利润分配要求的前提下，中南重工集团提出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如下：

拟以实施分配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 （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二、本次提案程序

公司董事会收到中南重工集团提议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后，召集及电话通知了半数以上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与会董事认为：该预案充分考虑了

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与公司经营业绩相匹配，并且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不会造成

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

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对

于利润分配的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三、相关承诺

与会董事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提议人中南重工集团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四、特别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 并非董

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2017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8-018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及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朱晓静、Johannes� Gerardus� Maria� Priem、刘晓松董事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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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朱晓静、Johannes� Gerardus� Maria� Priem基于以下原因， 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无法保证是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及处理。由于公司应收账款普遍存在账龄长、逾期严重等情况；而

且应收账款询证工作进展滞后，目前函证回函率偏低；管理层关于应收账款计提金额的建议

前后反差巨大且未能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 董事无法判断和确认目前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和合理；

2、存货跌价准备。根据《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及《关于婴幼儿配方

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过渡期的公告》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在我国境内生产或向我

国境内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应当依法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 并在标签

和说明书中标注注册号；2018年1月1日前， 经批准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或已向我国境内出口

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可销售至其保质期结束。截止2017年12月31日，库存商品账面余额约为

34,549.75万元，其中未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的产品（以下简称“非注册制

产品” ）期末余额约为23,322.09万元，公司对 “正常商品库” 的库存商品均不计提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对“残次品”和“紧急处理品” 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由于配方注册新政实施对

市场环境造成的影响，客观上加大非注册制产品的销售难度，加之公司存货周转率处于较低

水平的现状，该等库存商品的预计可变现净值存在不确定性，董事无法判断和确认目前的存

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和合理；

3、商誉减值。吉林贝因美2016年度、2017年度均未完成业绩承诺，且连续两年出现亏损。

本次商誉减值测试依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算确定，对应预测数据为未来5年吉林贝

因美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1,643.37万元、1,593.63万元、1,501.34万元、1,393.68万元和1,363.18

万元。该等预测数据与吉林贝因美2016年度、2017年度实际经营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公司

管理层认为2016年度、2017年度亏损的主要原因为由于生产设备停工改造， 目前生产设备改

造已完成，并已开始积极拓展注册新产品的总承销等业务，但预测依据和预测数据的合理性

仍存在不确定性，董事无法判断和确认目前的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和合理；

4、内部控制缺陷。公司2月14日披露的回复深交所问询函的公告及审计师出具的专项说

明显示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可能存在重大风险，包括关联交易管控存在缺陷、经销商与

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存疑、应收账款授信及收款管理薄弱,�业绩预测多次变更等。管理层对

董事就经销商与控股股东、公司之间交易的商业合理性提出的疑问虽进行了回复，但仍无法

消除董事的合理疑虑。由于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上述风险，董事对于公司提供的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确认。

独立董事刘晓松认为由于存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公司内部控制缺陷等因素可能造成

的影响，无法对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作出准确判断并发表意见，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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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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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46,725,685.94 2,764,497,137.82 -4.26

营业利润 -842,451,738.35 -646,292,898.84 -30.35

利润总额 -951,480,188.49 -623,654,275.82 -5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3,689,907.58 -780,665,359.42 -23.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4 -0.76 -23.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08% -23.83% 下降16.2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5,284,388,552.25 6,006,553,870.99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78,451,281.00 2,882,950,642.75 -31.37

股本 1,022,520,000.00 1,022,52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3 2.82 -31.56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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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随着配方注册制落定以及2018年起正式实施，其“洗牌”效果未如预期般强烈，市场竞

争的白热化导致行业普遍竞相杀价甩货，整体销售未达预期，导致当期销售收入未达预期，同

时市场投入费用门槛提高，严重影响利润实现；

2、根据子公司和Darnum� Dairy� Products(UJV,非公司型合资架构）共同签署的《产品购

买协议》规定，公司预期对其采购订单不足，预计执行该协议变为亏损合同，满足预计负债的

确认条件，减少了公司利润；

3、因市场竞争激烈效期较短的产品买赠及消费者促销受限，产品到期报废致使存货核销

较原预期增加；

4、应收账款回款未达预期，较预测的坏账准备增加而减少公司利润。

受以上因素综合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4,672.5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11,777.15万元，计4.26%；利润总额-95,148.0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782.59万元，计5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368.9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302.45万元，计23.44%；基

本每股收益为-0.9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18元/股，计23.6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

绩的预计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80,000万元～10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公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

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066.54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风险警示”第二节“退市风险警示” 的有关规定，若2017年度公司

继续亏损，公司2017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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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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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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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8年2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2月26日进行了通讯表决。公司

董事会现有董事共九人，截止2018年2月26日17:00收回有效表决票共九份。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0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8年2月13日以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8年2月26日

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李缤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

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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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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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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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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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

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等

资产的可变现性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 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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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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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存货、应收

款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7年度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8,663.19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金额（万元）

占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存货 -2,697.80 -33.28%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17,174.51 211.85%

固定资产 -1,086.83 -13.41%

在建工程 -2,085.21 -25.72%

商誉 -2,641.48 -32.58%

合计： 8,663.19 106.86%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8,663.19万元， 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合并净利

润7,374.49万元，相应减少公司2017年末所有者权益7,374.49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存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各类存货2017年末账面余额、可变现净值、及存货跌价准备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可变现净值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原材料 3,263.85 2,969.91 293.94

库存商品 7,990.18 7,437.61 552.57

低值易耗品 271.67 267.54 4.13

在产品 6,027.35 6,027.35 -

自制半成品 975.39 880.52 94.87

发出商品 4,724.83 4,724.83 -

合计: 23,253.27 22,307.76 945.51

跌价准备余额变动如下：

单位：万元

2016年末跌价准备账面余额 3,960.77

2017年度出售产成品转销 -317.46

本次计提前账面余额 3,643.31

2017年末跌价准备余额 945.51

本次计提金额 -2,697.80

2017年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697.8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的绝对值比例为-33.28%，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51%股权，上海

阿帕尼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转销上海阿帕尼原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所致。

依规定列表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 23,253.27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22,307.76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存货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算。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存货减值准备是按单个资产项

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提数额 -2,697.80万元（本次计提后跌价准备余额为945.51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2、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应计提余额合计为20,750.21

万元，其中2016年末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3,575.70万元，本次拟计提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金额为17,174.5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绝对值比例超过

30%。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51%股权，上海阿帕尼2017年度资产

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原母公司计提的上海阿帕尼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

准备合计16,822万元，在合并时不再抵销所致。依规定列表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 53,761.03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33,010.82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1）单项金额超过330万元的应收

款项按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2）组合减值

测试：按应收款项性质、交易对象关系、交易对象信誉、账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其

中：账龄组合减值测试期末根据应收款项不同账龄的计提比例进行减值测试。应收

账款账龄在1年以内的按5%计提；账龄在1-2年的按10%计提；账龄在2-3年的按30%

计提；账龄在3年以上的按100%计提。其他应收款逾期1年以内的按20%计提；逾期

1-2年的按50%计提；逾期2-3年的按80%计提；逾期3年以上的按100%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期末单独或

按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1）单项金额超过330万元的应收款项按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2）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包

括账龄组合、款项性质组合、与交易对象关系组合、交易对象信誉组合。其中账龄组

合根据应收款项期末余额的不同账龄计提比例，分别测试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计提数额 17,174.51万元（本次计提后坏账准备余额为20,750.21万元）

计提原因 公司判断该项资产存在减值的迹象，预计该项资产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3、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7年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86.83万元， 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

司上海阿帕尼51%股权，上海阿帕尼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转销

上海阿帕尼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所致。

4、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7年拟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2,085.21万元， 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

司上海阿帕尼51%股权，上海阿帕尼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转销

上海阿帕尼原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所致。

5、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2017年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641.48万元， 主要由于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上

海阿帕尼51%股权，上海阿帕尼2017年度资产负债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转销原计

提的上海阿帕尼商誉减值所致。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就资产减值

准备计提情况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进行了汇报，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

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使公司的会计

信息更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

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

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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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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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49,185,052.47 547,908,294.84 0.23%

营业利润 8,511,211.45 -80,608,054.80 110.56%

利润总额 10,214,354.88 -82,889,699.47 1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988,874.98 -81,068,555.70 14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15 1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 -8.48% 12.73%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42,936,549.23 1,451,633,548.09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958,638,702.81 921,386,737.01 4.04%

股本 554,034,264 554,034,26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73 1.66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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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918.51万元，同比增长0.23%；营业利润851.12万元，同比

增长110.56%； 利润总额1,021.44万元， 同比增长1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

998.89万元，同比增长149.33%；基本每股收益0.07元，同比增长146.67%。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比较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系上年度受原控

股子公司上海阿帕尼运营亏损、供暖项目资产计提减值、商誉减值等的影响，亏损较大，本年

度公司已转让所持有的上海阿帕尼51%的股权。

（2）基本每股收益增长主要系净利润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4,293.65万元，比年初增长13.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95,863.87万元，比年初增长4.04%；主要系报告期内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净利润增长所

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年初增长4.22%，系本期期末净资产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7年度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预计业绩为0-8,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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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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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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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8

年2月24日以电邮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永彬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同意公司向深圳南山宝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人民币3,500万元整，额度期限1年。

以上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内的借款事项、借款时间、

金额和用途将依公司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估计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于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

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8-006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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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

年2月24日以电邮的方式发出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 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熊旭春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

告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

估计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

经营成果，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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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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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将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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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为真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

性原则，对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对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

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经过公司对2017年末存在的可能发生减值迹像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对各项资产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19,026,083.71元，明细如下：

项 目 金额（元）

坏账准备 18,977,187.10

存货跌价准备 48,896.61

合 计 19,026,0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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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

立意见。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19,026,083.71元，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386,957.80元，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386,

957.80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

（一）本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2017年度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18,977,187.10元，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为：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本公司将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确认为单项金额重大

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单独测试未发

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

进行减值测试。单项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

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外的应收账款

1－2年（含2年，以下同） 2.00% 2.00%

2－3年 10.00% 10.00%

3年以上 20.00% 20.00%

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应收账款

1年以内（含1年，以下同）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

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以上标准，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笔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客

户，经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公司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2017年度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坏帐准

备18,977,187.10元，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5,196,891.67元，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3,780,295.43

元。

2017年度公司对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损失金额15,196,891.67元，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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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

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704,647,692.59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604,411,596.61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账面原值减去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本期计提数额 15,196,891.67元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估计计提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标准与计提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

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 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

根据以上标准，2017年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8,896.61元。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有助

于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

信息更具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

估计的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

经营成果，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估计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后，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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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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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272,080.57 701,812,884.36 53.93%

营业利润 68,899,797.29 728,438.27 9358.56%

利润总额 69,793,946.56 6,350,606.18 99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27,425.88 2,541,486.64 -106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24 0.0065 -10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0.30% -3.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21,017,998.60 2,094,835,258.75 4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32,559,713.87 857,479,601.79 -2.91%

股 本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12 2.18 -2.7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0,272,080.5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93%；营业利润68,

899,797.2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58.56%，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增加的原因主要系2017年四季

度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即富” ）并表增加了营业收入所致；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27,425.8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65.08%，基本每股收益-0.0624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60.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1）专网通信业务受外部经济环境及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承接项目有所减少，同时部分

项目进展未达预期，导致专网通信业务收入较去年有所下降；（2）去年同期转让子公司股权取

得投资收益69,862,889.20元；（3）公司持有上海即富45%的股权，上海即富利润表自2017年四

季度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对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贡献有限。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121,017,998.60元，较期初增长48.99%，主要系上海即富并表

增加了公司总资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1月31日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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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8-009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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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000万元–1,800万元 亏损：2,127.53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 上海即富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利润表自

2017年四季度起纳入合并范围，2018年一季度预计贡献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600

万元；2、2018年一季度专网通信业务预计比去年同期盈利有所好转。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一

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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