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44�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18-026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

东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长河”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世纪长河 是 852 2018-02-26 2019-02-2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51% 融资

合计 - 852 - - - 5.51%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世纪长河股票质押情况如下：

世纪长河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15,469.89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5%，完成本次部分股

份质押登记手续后，世纪长河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1,920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

的77.05%，占公司总股本的4.58%。

2、世纪长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作为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

盈利预测补偿承诺人，于2015年3月24日、2015年6月4日分别与公司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涉及股份补偿，公司将充

分关注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如若出现盈利预测补偿迹象将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上述协

议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8-010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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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326,264.39 1,122,143,269.52 0.91%

营业利润 137,754,092.27 132,326,538.85 4.10%

利润总额 140,502,634.34 137,570,859.13 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055,892.78 64,324,467.48 33.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0% 2.20% 0.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627,002,048.70 6,724,982,789.90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04,373,698.80 2,942,372,283.06 2.11%

股本 1,978,719,849.00 1,978,719,84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52 1.49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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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32.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0.91%；实现利润总额

14,050.2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05.59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加33.78%。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公司对上海二三四五

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有较大增长，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较大变化等因素致使财务费用同比大幅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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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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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89�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1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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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6,735,530.13 580,115,825.82 149.39%

营业利润 234,835,421.93 95,865,195.76 144.96%

利润总额 235,567,751.93 96,232,451.03 14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673,342.92 65,014,458.75 170.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17 13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6 21.64 -9.78%

本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459,284,131.39 1,833,647,656.34 306.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67,553,780.85 1,393,664,138.89 321.02%

股本 947,169,085.00 387,722,185.00 14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19 3.59 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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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446,735,530.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39%;营业利

润234,835,421.9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44.96%; 利润总额235,567,751.9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44.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673,342.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0.21%。经营业绩

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拓展市场订单增加，保持了良好的销售增长势头。

2.营业收入增长149.39%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彩虹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彩虹公司” ）于2016年4月成立，比较期经营期限较短，业务量也较少；二是航天神舟飞行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飞公司” ）国内装备军品型号和国外小型军贸业务有所增长。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

《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其中披露的业绩为：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17,378.25�万元-18,768.5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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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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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6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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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529,228,042.69 7,288,538,386.03 44.46

营业利润 452,802,978.52 652,543,348.29 -30.61

利润总额 519,523,923.41 695,899,404.39 -2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442,878.42 562,532,890.65 -24.73

基本每股收益 0.08 0.11 -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4% 8.98% 下降3.3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4,056,344,900.43 11,252,689,878.30 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642,862,608.44 7,370,488,300.36 3.70

股本 5,587,863,872.00 1,606,698,532.00 24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37 4.59 -70.15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述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同期” 数据是以最新的股数

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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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529,228,042.69元，同比增长44.46%，主要系公司数字营销

板块业务规模扩大，销售收入增加所致；实现营业利润452,802,978.52元，同比下降30.6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3,442,878.42元， 同比下降24.73%，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08元/

股，同比下降27.27%，主要系：（1）公司数字营销板块：部分子公司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对其投

资形成的商誉拟计提减值；（2）公司制造业板块：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毛利率下降，主营业务

利润减少。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14,056,344,900.43元，较期初增加24.9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642,862,608.44元，较期初增加3.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1.37元/股，同比下降70.15%，主要系公司股本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5,587,863,872股，较期初增加247.79%，主要系2016年度权益分配实

施完成导致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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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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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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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8-18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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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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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0,366,076.55 1,395,846,083.34 23.97%

营业利润 -5,911.36 3,556,068.15 -100.17%

利润总额 10,732,830.84 12,940,460.65 -1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53,983.34 17,054,028.76 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79% 0.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71,863,049.89 4,280,411,502.72 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72,709,379.19 2,165,983,916.88 0.31%

股本 160,000,000 16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58 13.54 0.30%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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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3，036.61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长23.97%，

主要原因为随着市场对双玻组件认可度的提升，公司超薄双玻组件的出货量大幅度提升。

同时，随着公司自建电站的陆续并网，报告期内实现电力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100.17%、17.06%，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随着光伏镀膜玻璃行业的快速发展，原片供应厂商陆续进入镀膜玻璃领域，市场竞争加

剧。公司光伏镀膜玻璃产品原片供应不足导致产能利用率不足，成本上升，从而使得该产品毛

利率进一步下降。同时，超薄双玻组件产品受到电池片价格波动影响，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

下降。

2、报告期，随着公司电站规模的不断扩大，资金需求量不断增加，公司融资规模大幅度增

加，使得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420.19万元，从而导致利润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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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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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8-019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终止减持计划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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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2018-002），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林金坤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于自该减持

计划公告之日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1,6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收到林金坤先生出具的《关于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基于

目前的市场状态及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林金坤先生决定终止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林金坤先生没有实施减持计划，未减持公司股份。目前仍持有公司股份9,

249,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5.78%。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终止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

定。

2、 本次林金坤先生终止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012� � �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8-003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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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12,994,111.11 1,652,260,675.47 27.89%

营业利润 165,942,293.11 129,422,317.39 28.22%

利润总额 196,943,138.62 155,006,282.84 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602,335.21 101,537,893.10 3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96 0.0648 22.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6.02% -0.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53,025,410.40 3,122,595,591.44 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88,259,854.77 2,401,130,926.11 3.63%

股 本 1,657,530,714.00 837,280,271.00 9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50 2.87 -47.74%

注：上述数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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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99.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89%；营业利润16,

594.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22%；利润总额19,694.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0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360.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8%，主要原因包括：

1、2017年，公司积极拓展主营业务，经营业绩整体保持稳步提升，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有

较快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环境检测业务、汽车检测业务的增长速度超过35%，医学检测业务

开始呈现较好的增长态势。

2、公司于2016年并购的控股子公司华测电子认证有限责任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业绩表

现优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有大幅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对杭州华安无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全面的业务及财务整合，2017

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

4、报告期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杭州华测瑞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瑞欧” )丧

失控制权，无法取得杭州瑞欧2017年度的完整财务数据，无法安排该公司的年度审计，故决定

在2017年1月1日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其清算利得损失，同时杭州瑞欧2017年度数据不再纳入公

司2017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公司目前就杭州瑞欧事件正在进行诉讼，已经判决的案件均已取

得胜诉，其他案件正在有序进行。未来如收回控制权，在收回控制权当期，公司将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要求，将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财务数据补充合并。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65,753.07万元，较年初增长97.97%，主要系2017年6月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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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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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

公司将在201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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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8-016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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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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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6,131,304.79 1,900,601,749.26 -10.76%

营业利润 250,255,437.79 61,897,279.41 304.31%

利润总额 259,627,098.29 73,412,855.90 25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119,751.40 27,387,716.97 685.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02 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4% 1.45% 9.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16,324,912.19 5,375,449,361.89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70,756,538.14 1,896,876,875.22 9.17%

股本 1,374,669,616.00 687,334,808.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51 1.38 9.42%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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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出现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数据

2016年度，公司出资3.3亿元收购湖南泰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泰达” ）持

有的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通家” ）部分股份，同时向陕西通家增资人

民币2亿元，本次股权受让并增资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陕西通家38.07%的股权。湖南泰达承诺

陕西通家2016、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合计净利润数不低于5.5亿元，若陕西

通家未达到业绩承诺，湖南泰达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业绩差额。经初步测算，陕西通家未

能实现5.5亿元的业绩承诺， 预计湖南泰达将向新海宜补足公司所持股份数对应的利润差额，

金额约为1.5亿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财会［2017］7号)的有关规定，经公

司与年审会计师商议后确认：对于湖南泰达需执行的业绩补偿，公司应将其确认为金融资产，

在2017年度报表中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金额约为1.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2月10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8-011公告。

由于上述业绩补偿的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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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每股收益等数据变动幅度较大。

2、股本数据

2017年6月5日，公司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具体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

日总股本687,334,8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5股，派0.6元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2016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687,334,808股变

更为1,374,669,616股。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5月2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17-032公告。

由于实施2016年度权益分派，公司股本变动幅度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了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8-009）。现

经过对2017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上述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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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2018-011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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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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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63,591.95 486,470,680.99 3.12%

营业利润 6,496,688.23 38,760,500.38 -83.24%

利润总额 6,141,551.04 39,216,919.16 -8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5,120.49 40,271,299.24 -9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2 0.054 -9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2.52% -2.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60,395,581.65 2,133,208,927.09 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43,403,821.40 1,609,396,213.15 2.11%

股本 739,757,400.00 739,757,4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18 2.16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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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1,663,591.95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12%；营业利润6,496,

688.2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3.24%；利润总额6,141,551.0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3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5,120.4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77%；基本每股收益0.002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96.30%。

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一、深圳市丰泰瑞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泰瑞达” ）为公司

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其17.10％的股权，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其股权的账面价值为2,

086.57万元。鉴于丰泰瑞达经营不善，已无法正常营运和出具财务报表，各项业务处于停滞状

态，经审慎评估并咨询中介机构意见，公司拟对丰泰瑞达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二、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260,395,581.65元，较期初增长5.96%；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43,403,821.40元，较期初增长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18元，较期初增长0.93%。

总资产增长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远望谷物联网产业园有限公司积

极投入建设，工程建设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月31日《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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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下降110%至70%，变动区间为-402.71万

元至1,208.14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的业绩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光珠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马小英女士和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文平女士签字并盖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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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8-011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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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3,694,248.07 2,535,856,457.33 49.60%

营业利润 -356,133,601.06 201,527,731.47 -276.72%

利润总额 -344,965,045.13 210,198,698.23 -26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593,886.45 163,453,191.00 -307.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16 -29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37% 8.42% -22.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70,001,579.42 5,442,062,355.87 5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94,654,871.54 2,018,717,664.25 33.48%

股 本 1,128,057,168.00 1,011,978,174.00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39 1.99 20.1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9,369.4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9.60� %，利润总额 -34,

496.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859.39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307.15%。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为现金收购惠州市泽宏科技有限公司、

凯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华信科科技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增加；以及公司无线终端

贸易业务持续增长。

2、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通信行业周期性回落导致产

品单价下降，以及原材料成本上升导致毛利率下滑；公司消费电子业务逐步投产，产能利用

率较低，新增产能致折旧费用增大；因公司报告期新增对外投资导致借款余额增加，公司财

务费用大幅度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27,000.16万元，较期初增长51.96%。总资产增长主要原因是随着

销售规模的扩大，流动资产相应增加；募投项目投资使得固定资产增加；新增股权投资使得

长期股权投资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69,465.49万元， 较期初增长

33.48%；每股净资产2.39元，较期初增长20.10%。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已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

业绩不存在差异，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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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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