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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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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未与阿里巴巴就Rajax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任何协议，涉及股权转让的价格、时

间、数量及交易方式等核心条款尚在磋商过程中。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审议程

序并披露相关信息。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注到部分媒体于近日刊出了"阿里全

资收购饿了么"等相关报道。 公司特作以下澄清说明：

一、媒体报道情况

近日，在金融界、wind等媒体爆出《阿里巴巴将全资收购饿了么，扩大新零售业态和范

围》、《阿里或收购饿了么》等报道。

二、澄清说明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在获悉相关报道后，公司对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现说明如下：

1、公司对外投资饿了么的具体情况

2015年8月24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的全资子公司Beijing�

Hualian� Mall(Singapore)� Commercial� Management� Pte.� Ltd.（以下简称"新加坡商业公司"），

以增资形式成为Rajax� Holding（以下简称"Rajax"）的股东，投资金额为9,000万美元。 交易完

成后，新加坡商业公司持有Rajax股权比例为4.83%。Rajax的主要运营品牌为"饿了么"。本次对

外投资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公司在2015年8月27日对外披露的《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编号：2015-069）。

2017年9月，新加坡商业公司将其间接持有Rajax0.376%的股权进行对外转让，详见公司

在2017年9月29日对外披露的《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转让股权的

公告》（编号：2017-070）。

由于公司对外投资Rajax股权后，Rajax存在股权增资情形， 公司的持股比例相比初始投

资时有所降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新加坡商业公司下属子公司持有Rajax� 股权比例为

2.04%。

对于Wind在2018年2月27日《阿里或收购饿了么，华联股份开盘涨停》中提到的"华联股

份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商业公司以增资形式成为Rajax� Holding的股东， 增资额为9000万美元。

在此次增资后，新加坡商业公司拥有Rajax的优先认购权"。 经核查，公司在初始投资时所签署

的对外投资合同中约定"投资人和创始人均享有新股优先认购权"。 本次不涉及新股发行事

项，亦不涉及优先认购权的情形。

2、目前相关进展

经核查，阿里巴巴近期已经接触Rajax全体股东并表达了收购意向，但公司目前未与阿里

巴巴就Rajax股权转让事项签署任何协议，涉及股权转让的价格、时间、数量及交易方式等核

心条款尚在磋商过程中。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能否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暂时无法评估对公司

损益产生的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并披露相关信息。

三、其它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载的

公告为准，如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披露标准，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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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8� � � � �证券简称：深圳惠程 编号：2018-024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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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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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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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72,726.25 288,618,425.48 29.30%

营业利润

-128,096,046.10 67,331,684.12 -290.25%

利润总额

-124,285,945.20 80,488,401.46 -25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374,357.97 75,912,490.21 -249.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9 -2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5% 6.09% -14.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249,498,830.48 2,042,288,378.46 5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74,718,557.50 1,354,350,780.81 1.50%

股本（股）

820,589,768 825,744,768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1.68 1.64 2.44%

注：上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73,172,726.2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30%；实现营业利润

-128,096,046.10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90.25%；实现利润总额-124,285,945.20元，比上年同期下

降254.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374,357.9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49.35%；

基本每股收益-0.14元/股，比上年同期下降255.56%。

本报告期公司继续保持稳健经营，电气设备业务订单增加，营业收入有所提升，但2017年

度出现亏损，利润指标波动较大，主要由于2017年度摊销的股权激励费用增加、证券投资亏损

和所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投资收益减少等原因所致，其中产业并购基金2017年转让成都

哆可梦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哆可梦” ）22.43%股权收入未能确认在2017年度，

减少公司2017年度利润约1.2亿元；此外，受市场环境及监管政策影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不如预期且重组方案发生重大调整，致使2017年度并购标的仅有少部分利润计入公司。

2、本报告期末总资产3,249,498,830.48元较上年末增长59.11%，主要由于本报告期完成对

哆可梦77.57%股权收购，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哆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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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7年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2、目前哆可梦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且公司所参与设立产业并购基金转让哆可梦

22.43%股权的相关收益将在2018年确认，均将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公司

也将采取多种措施提升盈利能力，改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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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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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1� � �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2018028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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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848,072.25 3,161,904,621.70 38.58%

营业利润

470,645,346.60 187,219,870.66 151.39%

利润总额

529,019,156.12 296,240,301.14 7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532,691.30 271,795,401.16 69.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97 0.2293 48.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0.87% 11.01% -0.1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5,468,926,828.22 12,223,676,773.13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18,447,811.59 2,651,628,005.96 81.72%

股本

1,406,655,936.00 1,191,821,750.00 1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43 2.22 54.5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以归属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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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2017年，公司聚焦核心主业，扎实推进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管理提升等各项工作，提高公

司整体运营效率，推动公司收入和利润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转让子公司股权的收益对

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81,848,072.2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58%；实现营业利

润470,645,346.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1.39%；实现利润总额529,019,156.1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8.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532,691.3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9.07%。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468,926,828.22元，比年初增长26.55%，主要原因系报

告期内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213,099,435股及持续投入部分光伏电站建

设，导致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818,447,811.59元，比年初增

长81.72%，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3,099,435股及报告期

内经营业绩增加所致；股本1,406,655,936.00元，比年初增长18.03%，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完成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3,099,435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7年度的业绩预计为：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的幅度为60%-105%， 预计2017年实现净利润约43,

487.26�万元-55,718.06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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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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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龙蟒佰利 公告编号：2018-017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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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54,684,959.00 4,183,880,071.61 147.49%

营业利润

3,040,906,101.71 526,067,814.85 478.04%

利润总额

3,051,396,007.72 540,539,677.05 46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3,241,429.68 442,105,136.22 463.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4 0.43 18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8% 8.91% 9.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0,860,033,999.58 18,048,563,627.76 1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011,910,991.69 12,339,880,136.00 5.45%

股 本

2,032,095,439.00 2,032,164,7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40 6.07 5.44%

注 1、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注 2、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修订）的规定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354,684,959.00元，同比增长147.49%；实现利润总额

3,051,396,007.72元，同比增长464.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93,241,429.68�

元，同比增长463.95� %。

2、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1）2017年产品价格增长导致营业收入及产品销售毛利率提高；

（2）公司加强经营管理，成本费用降低，提高了公司盈利能力；

（3）公司2017年度的业绩中包含了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全年的业绩。

（二）财务状况

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20,860,033,999.58元，较年初增长15.58%。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6.11%，流动比率为1.17，速动比率为 1.14。 总体来看，

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低，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7年10月24日，公司披露了2017年三季度季报预计业绩为：2017年1-12月份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43,157.82万元—265,263.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0%—500%【详

见2017年10月2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121）】。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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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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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 �证券简称：民盛金科 公告编号：2018-025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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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下午14:00在深

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A座38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以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闫伟先生召集

并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司

会计政策的稳健、谨慎，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19,721.46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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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入公司2017年度损益。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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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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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直接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2月27日下午15:00时在深圳市

南山区粤海街道海德一道88号中洲控股金融中心A座38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以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海滨女士召

集并主持，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其决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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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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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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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截至到2017年12月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等资产行了全面的盘点、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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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及商誉， 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19,

721.4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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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2017

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221.30 2.00%

其他应收款

0.16 0.001%

商誉

19,500.00 176.53%

合计

19,721.46 178.53%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4、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计提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拟计提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为221.30万元、拟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为0.16万元。

2、商誉的减值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19,500.00万元， 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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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具体情况列表说明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商誉

包含商誉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160,814.03

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金

额

141,314.03

包含商誉资产组的可回收金

额的计算过程

将商誉所属的子公司合利金融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按照预计合利金融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资

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每年进行减值

测试。减值测试时，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

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

失。

本期计提数额

19,500

计提原因

鉴于商誉所属资产组在

2017

年度的实际经营业绩不佳，未达到预期，公司根据合利金融目前的盈利情况

结合未来行业发展情况，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计提

19,500

万元减值准备。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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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列入公司2017年度合并损益， 导致公司2017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均减少19,721.46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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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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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会计政策的稳健、谨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

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

更具合理性。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同意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其决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内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是为了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坚持稳健的会计原则，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之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查询了公司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依据充分、程序合理、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

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时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之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民盛金科 公告编号：2018-028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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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96,482.15 264,254.34 -63.49

营业利润

-18,469.35 -6,991.23 164.18

利润总额

-18,565.92 15,120.72 -2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37.61 11,046.28 -306.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18 0.2959 -30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1% 10.45% -33.16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84,167.51 225,483.55 2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6,369.79 111,987.87 -31.81

股本

37,329.11 21,958.3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05 5.10 -59.8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96,482.15万元，同比下降63.49%；利润总额为-18,565.92万

元，同比下降222.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837.61万元，同比下降306.74%；基

本每股收益-0.6118元，同比下降306.76%。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1、2017年度为公司主营业务转型为第三方支付、保理、供应链管理等金融科技相关的业务

的第一年，由于新业务投资、组建业务团队、新设分支机构、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的批复设立晚

于预期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公司财务管理成本及人力成本增加，同时受相关金融宏观政策的影

响，公司经营计划中部分协同业务需重新调整布局，影响了公司经营利润;

2、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未完成预计的经营目标，公司针对其未来3到5

年的业绩预测进行评估，并初步测算该项投资的可回收金额后，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

计提19,500万元减值准备。

上表中项目增减幅度达 30%以上的原因说明：

项目名称 增减幅度

(%)

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63.49

公司业务转型，由制造业转为类金融业务，致使营业收入下降

营业利润

164.18

收入下降和商誉减值所致

利润总额

-22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6.74

基本每股收益

-306.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81

主要是公司业务转型和商誉减值所致

股本

70.00 2016

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9.89

主要是公司业务转型和商誉减值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

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7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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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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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重组事项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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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9月13日、2016年9月29日分别

召开了第三届二十一次董事会、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重

组事项相关的议案， 公司以现金140,000万元的价格购买张军红持有的广东合利金融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合利” ）9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按照公司2016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积极实施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

2016年10月13日，公司已按照《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及相关协议给交易对手方张军红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000万元。

截止2016年10月25日，公司已向双方共同委托的监管账户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扣除交

易对手方相关借款后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为895,111,504.16元。 交易双方已按照签署的相关

协议于2016年10月31日向工商登记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广东合利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2016

年11月2日，广东合利已在工商登记主管部门完成了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变更、公司类型变

更、股东变更等事项的登记备案手续，并领取了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2016年12月2日，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广东合利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利宝支付” ）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监事变更登记（备案）已通

过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

2017年3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下发《关于广州合利宝支付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高级管理人员的批复》文件（广州银复［2017］7号），同意合利宝支付的执行董事、总经

理、财务总监以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

2017年9月1日， 公司接到孙公司合利宝支付的通知， 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已公示了合利宝

《支付业务许可证》更新后的机构详细信息，证载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住所（营业场所）

完成了相关变更。 2017年9月8日， 合利宝支付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新换发的《支付业务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Z2026044000012）。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支

付牌照信息等已全部完成相关的过户或变更备案手续。 公司与交易对手张军红将按照本次重

组报告书相关条款履行后续的交易程序。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的后续实施工作，并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盛金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2018-01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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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0,297,736.21 6,157,736,776.01 9.46%

营业利润

1,270,306,164.27 1,013,586,454.91 25.33%

利润总额

1,282,856,394.66 1,035,908,595.34 23.84%

净利润

1,050,019,655.12 823,342,544.09 2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238,967.34 817,802,423.89 2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03 0.3382 2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2.62% 23.62%

减少

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4,532,435,141.66 12,737,983,660.82 1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27,352,797.02 3,822,638,929.94 44.60%

股 本

2,584,549,733.00 2,420,677,191.00 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1386 1.5792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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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74,029.77万元，较上年增长9.46%；实现营业利润127,

030.62万元，较上年增长25.33%；实现利润总额128,285.64万元，较上年增长23.84%；实现净利

润105,001.97万元，较上年增长27.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4,023.90万元，较

上年增长27.20%；每股收益0.4203元/股，较上年增长24.28%。

本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主营业务的收入、净利润等指标稳步增长。 公司充

分发挥资源和产业优势，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完善产业链。 本年公司氯碱设备开工率保持较

高水平，主营产品PVC、烧碱产销量增加，且本年PVC、烧碱平均市场价格高于上年；本年土壤

调理剂、稀土新材料等产品及塑交所业务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加大PVC制品的开发和销

售力度，PVC生态屋等业务为公司带来较好的利润贡献。 此外，公司通过严格的生产经营管

理措施，控制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主营产品利润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

（二）报告期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1、2017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52,735.28万元，较期初增加44.6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1386元/股，较期初增加35.42%。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

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1.81亿元（净额），公司股本和资本公积相应增加；本年度盈

利较好使得期末未分配利润增加。

2、2017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453,243.51万元，较期初增加14.09%，主要原因是：因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及年度盈利良好，使得期末所有者权益增加。

3、2017年末公司股本为2,584,549,733股，较期初增加6.77%，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17年8

月非公开发行164,013,697股新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10,000万元至120,000万元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略低

于前次业绩预计范围的下限，不存在重大差异，主要由于第四季度部分产品市场价格略低于

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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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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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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8,069,805.28 4,757,931,943.94 6.10

营业利润

1,103,304,205.63 1,106,162,042.31 -0.26

利润总额

1,102,680,635.78 1,197,413,427.89 -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327,966.54 1,030,939,678.34 -1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1.19 -1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9.88 29.86 -9.9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7,721,698,028.05 10,214,710,416.68 7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311,825,426.18 3,935,705,608.13 111.19

股本

1,136,650,819.00 876,092,112.00 2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7.31 4.49 62.81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7年度配股发行及首次股权激励预留部分授予股份的方案，公司

股本由期初的876,092,112股增加至1,136,650,819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48,069,805.28元，增长幅度为6.10%；实现营业利润1,103,

304,205.63元，同比减少0.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0,327,966.54元，同比减少

10.73%。 主要原因是2017年公司三元电池产线投产，新客户开拓与新产品开发方面取得明显

进步，但因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2017�年国内动力电池价格普遍下降，同时上游原材料

价格上涨，影响整体盈利水平。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7,721,698,028.05元，较报告期初增长73.4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311,825,426.18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11.19%；公司股本为1,136,650,

819股，较报告期初增加29.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31元，较报告期初增

长62.81�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配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到位及新产线投资

建设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81%至8.25%，变动区间为1,002,000,000元至1,116,000,000元。 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20,327,966.54元，同比下降10.73%，与前

次披露的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差异原因为：

1、公司第四季度销量及货款回笼不及预期，影响当期损益；

2、公司为加快产品的切换升级，进一步加大了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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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