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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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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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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406,439,515.98 3,723,904,604.97 45.18

营业利润

1,116,637,313.73 1,118,622,649.90 -0.18

利润总额

1,107,857,991.13 1,134,244,654.90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9,821,329.85 953,629,102.92 -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33 0.6519 -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0% 12.91% -2.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注

1

）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080,256,549.16 18,061,713,239.48 1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27,940,263.45 8,310,691,660.25 9.83

股本

1,532,283,909.00 1,532,283,90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96 5.42 9.96

注1：必康股份于2016年5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并于2016年6月16日召开2016�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收购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孙公司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零对价方式收购谷晓嘉女士持

有的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根据香港法律法规规定，经交易双方协商，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办理变

更登记手续，将已发行股份由100,000,000港元（未实缴）变更为1港元，将实缴普通股份由0港元变更为1港

元。交易双方就该事项于2016年12月21日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2016年12月28日，香港亚

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股东由谷晓嘉变更为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至此，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成为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考虑到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仅为1港元， 且其于境外并未开展实质经营活动，

于2016年12月28日时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尚未建立账套， 另关于完成变更登记的公告日期为

2017年1月3日，因此本公司从2017年1月1日起将香港亚洲第一制药控股有限公司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

入本公司合并范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406,439,515.98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18%； 实现营业利润1,116,637,

313.7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18%；实现利润总额1,107,857,991.1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3%；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9,821,329.8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5%。

主要原因是：

（1）公司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医药商业流通企业必康润祥医药河北有限公司（原河北润祥医

药有限公司）和必康百川医药（河南）有限公司，医药板块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但因医药商业流

通利润率较低，公司医药板块利润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2）公司本期收到政府债券贴息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规

定，公司将本期收到的债券贴息资金冲减了本期财务费用，导致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3）公司新能源板块受年初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调整的影响，新能源产品六氟磷酸锂下游客户

订单减少，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营业利润较同期减少。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比期初增长11.18%、9.8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期初增加0.54元，增长9.96%。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增幅较大，导致期末总资

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每股净资产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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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15.00%～15.00%；变

动区间为：81,059.78万元～109,669.12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39,821,329.8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5%，在前

次业绩预告预计的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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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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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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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

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沂必康” ）通知，获悉新沂必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部分股份质押给陈进军先生，用于办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新沂

必康

是

54,250,000 2018

年

2

月

26

日

办理解除质押登

记之日

陈进军

9.32%

融资

2、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办理情况

2018年2月26日，新沂必康与陈进军先生签署《股票质押合同》，约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后限售股

54,250,000股质押给陈进军先生，用于办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8年2月26日，质押到期日为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截至目前，上述股票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持有本公司股份581,930,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8%。其中已累计质押

股份486,774,900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83.65%，占公司总股本的31.77%。

4、控股股东被质押的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股份质押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所涉业绩承诺的影响

1、股东作出的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并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公司与新沂必康、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陕西北度” ）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就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涉及标的资产在本次交易

完成当年及其后的两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新沂必康和陕西北度进行了承诺，就累积实现净利润不足

承诺净利润的，新沂必康和陕西北度将向公司进行补偿，并对标的资产的承诺净利润、补偿方式、补偿数

量、补偿股份的处理、减值测试补偿等事项作出了约定。

2015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盈利预测补充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新沂必康、陕西北度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原协

议中所约定的，因股份补偿不足的以现金进行补偿的方式，均变更为：因股份补偿不足的，以现金方式在二

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的股份予以补足。201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同日，公司与新沂必康、陕西北度

签署《<盈利预测补充协议>之补充协议（二）》，增加母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对业绩的承诺，母公司承诺的

净利润数以陕西必康单体报表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准，并进一步扣除陕西必康在

建的必康医药产业园二期扩建项目所产生的净利润）为准，当年度应补偿金额应按照合并报表口径计算与

母公司单体报表计算的承诺数与实现数之间差额较大者为准，其利润补偿方式、补偿数量等内容也增加相

应约定。

2、股东质押股份对公司业绩承诺正常履行的影响

鉴于公司已与新沂必康、陕西北度签署了上述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其中《<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中明确说明因股份补偿不足，以现金方式在二级市场购买或其他合法途径获得的股份予以补足，因

此目前不会对公司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造成实质性影响。 必要时新沂必康可采取提前偿还融资并解除股

票质押的方式确保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合同；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8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进行股票质押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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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8年2月26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

李宗松先生的通知，获悉李宗松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给重庆昊融睿工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昊融睿工”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李宗松 是

62,292,359 2018

年

2

月

23

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之日

昊融

睿工

28.55%

融资

2、本次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的办理情况

2018年2月23日，李宗松先生与昊融睿工签订《股票质押合同》，约定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首发后限售股

37,353,541股、无限售流通股24,938,818股质押给昊融睿工，用于办理股票质押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8

年2月23日，质押到期日为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截至目前，上述股票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期间该部分股权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3、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18,200,6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4%。其中已

累计质押股份212,832,359股(其中，首发后限售股167,293,541股，无限售流通股45,538,818股)，占其直接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总数97.54%，占公司总股本的13.89%。

4、实际控制人间接持有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沂必康” ）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北度” ）间接控制本公

司的股份606,164,7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56%；通过“国通信托·恒升308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及“国通信托·恒升 30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持有公司股份22,103,7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具体质押情况如下：

新沂必康持有本公司股份581,930,8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98%。其中已累计质押股份486,774,900股

（首发后限售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83.65%，占公司总股本的31.77%。

陕西北度持有本公司股份24,233,9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其中已累计质押24,000,000股（首发后

限售股），占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9.03%，占公司总股本的1.57%。

李宗松先生通过信托计划持有本公司股份22,103,7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目前不存在股份质押

情形。

5、实际控制人目前仍处在质押状态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中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目前不存在 平仓风险。未来其股权变

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

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合同；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8-019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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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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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584,895.78 1,355,621,551.74 -7.38%

营业利润

162,490,367.76 312,770,860.59 -48.05%

利润总额

251,288,401.85 350,174,077.63 -2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7,454,478.41 256,328,543.25 -3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49 -3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3% 31.94% -9.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3,733,520,622.27 2,981,981,641.24 2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9,772,453.92 834,221,787.80 -22.11%

股 本

525,429,878.00 525,429,87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366 1.5877 -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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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经营情况

本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55,584,895.7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38%，营业利润162,490,367.76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48.05%，利润总额251,288,401.8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8.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7,454,

478.4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67%。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外部市场环境影响，且公司两部电视剧延迟到2018年度发行，报告期内，公司电视剧业务营业收

入同比下降。根据影视行业会计核算原则及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发行期已满两年的十余部剧目的成本于

2017年全部结转完毕，导致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同比下滑。

2、根据电视剧销售的行业惯例，结合我公司信用政策、业务模式、结算模

式，报告期内，公司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占比较高，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金额同比增加。

3、报告期内，由于市场融资成本普遍上升，同时公司主营业务以及外延发展所需资金增加，导致公司财

务费用同比增长。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733,520,622.27元，比期初增加2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49,

772,453.92元，比期初减少2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2366元，比期初减少2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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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披露的《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

编号：2018-013）中对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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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8-020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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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函告，获悉长城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解除质押，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长城集团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长城集团 是

2500

万股

2017

年

2

月

10

日

2018

年

2

月

9

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

司

12.91%

合计

- 2500

万股

- - - 12.91%

2、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赵锐均、杨逸沙、陈志平、冯建新以及“国投瑞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为长城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 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02,

989,3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63%；长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59,926,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0.44%。其中长城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7,306,3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65%，通过“国投瑞

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本长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350,93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1%，长城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57,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陈志平持有公

司股份1,604,2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31%； 陈志平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676,2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0.13%；杨逸沙持有公司股份2,406,1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6%；杨逸沙所持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69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0.32%。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冻结数据。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长城影视 公告编号:2018-021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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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长城影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集团” ）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长城集团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长城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6,0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95%)转入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

转移。

截止至本公告日，长城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3,657,3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86%。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161,306,3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0%；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5%；通过“国投瑞银资管－浙商银行－国投瑞银资本长

影增持一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6,350,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18-022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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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2月22日以电子

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18年2月27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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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18-023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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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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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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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

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货、应

收账款、固定资产及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盘点、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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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固定资

产及商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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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97.6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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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

24,867.69 924.05%

存货

129.95 4.83%

合计

24,997.64 928.88%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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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应收款项

资产名称 应收款项

账面余额（万元）

829,431.43

资产可收回金额（万元）

797,783.2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应收款项账龄划分，按照不同的账龄对应的坏账计提比例分别计提坏账准备，账面价值与

计提坏账的差额为可收回金额，同时根据部分往来的特征考虑存在的单项坏账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关于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

本期计提数额（万元）

24,867.69

计提原因

根据不同账龄的应收款项，按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扣除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坏

账准备，按差额计提本年度减值准备，同时根据部分往来的特征考虑存在的单项坏账计提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4,997.64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2017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128.31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128.31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2017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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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

产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

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 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观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18-02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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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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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627.13 1,202,672.31 24.03

营业利润

9,470.21 -2,258.75 519.27

利润总额

15,692.40 3,681.26 3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56.66 -2,691.16 399.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6 -0.005 4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91 -0.75 2.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64,412.56 2,032,885.52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25,278.51 417,208.20 1.93

股本

504,640.00 504,64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0.84 0.83 1.20

注：因上年同期公司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为负数，故上表中相应的

增减变动幅度按照绝对值予以列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经营业绩总体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1,627.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03%；实现营业利润9,470.21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9.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56.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9.37%。

2、公司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有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是：

盈利能力提升方面：在保障公司光伏产品产销两旺的基础上，加快高效电池片的投产，加大系统集成

业务，增加海外业务比重以提升盈利水平及盈利质量。

降本增效方面：通过全员开源节流、技术及工艺提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公司经营现金流等措施降低

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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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7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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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06� � � �证券简称：协鑫集成 公告编号：2018-02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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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2月22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8年2月27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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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监管局（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 ）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18]2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2]12号）等要求，我局于

2017年10月27日至11月10日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完整

检查发现，2016年6月底,你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建南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南方” )

与越南银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越南岘港JW万豪酒店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价款折合人民币14.16

亿元,中建南方于2016年6月23日下发董事会通知,并于6月28日召开董事会审议该签约事项,你公司于7月2日

进行公告,但你公司未就该事项未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2016年4月8日,你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会议对2015

年年报进行审议,参会人员知悉了你公司的2015年年报相关情况,但你公司未将其中两名高级管理人员登记

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上述行为不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

告〔2011〕30号)第六条的规定。

二、 部分工程施工项目收入核算不规范

检查发现,你公司部分工程项目收入核算不规范,未根据增加的工程量对预计合同总价进行调整,导致部

分项目竣工后又补充确认大额收入,收入确认存在跨期情形。

三、商誉及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审慎性不足

（一）商誉减值测试相关假设依据不足

2015年,你公司收购了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文安” )60%的股权,形成商誉2.06亿

元。你公司在2015年、2016年对深圳高文安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认定商誉在2015年未减值,仅在2016年计提

了部分减值。检查发现,你公司对深圳高文安收入增长假设依据不足,影响到商誉减值计提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试不审慎

2016年,你公司收购了深圳市国创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创通信” )20%的股权,当期未对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检查发现,国创通信2016年承诺利润为3,500万元,收购时基于承诺值进行估值,国创

通信2016年实际净利润为-3,291.47万元,与承诺金额差异较大。但你公司在减值测试时,未审慎评估实际业绩

与预测业绩的差异,以其新产品推广周期加长、规模化生产滞后为由,未就相关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不完整,反映你公司在规范运作方面存在不足；工程施工收入核算、商誉和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计提存在的问题,致使你公司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不符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40号)第二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二十

一条和《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

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你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并于2018年3月31日前向我局提交

书面整改报告：

一、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

制度,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二、公司应当提升业务管理水平,加强财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衔接,确保财务部门可以及时掌握

工程项目进展及重大变化情况。

三、公司应当夯实财务会计基础工作,提升会计核算水平,增强合规意识,确保收入、成本及长期股权投

资、商誉减值等事项会计核算的规范性。

如果对本监管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

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

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公司高度重视“决定书”中提出的上述问题，将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本次整改为契

机，加强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47� � � �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公告编号：2018-009

深圳市宝鹰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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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307.86 681,551.01 4.07%

营业利润

42,614.74 52,976.22 -19.56%

利润总额

46,484.45 55,127.99 -1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848.86 33,950.82 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27 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5% 14.07% -1.7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846,852.64 876,233.98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4,408.00 270,671.05 38.33%

股本（股）

1,341,296,921.00 1,263,101,435.00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9 2.14 3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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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9,30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7%，主要是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加

所致。实现营业利润42,614.7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56%、实现利润总额46,484.4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5.68%， 主要是公司本年度债务融资导致财务费用增幅较大等原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

848.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4%，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的本期利润较上年下降幅度较大，使得本年度的少

数股东损益下降，而全资子公司本年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846,852.64万元，较上年末下降3.35%，主要是公司基于未来发展的考虑，出售了

部分子公司股权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74,408.0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38.3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79元，较上年末增长30.37%，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新股及本年新增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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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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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证券简称：*ST弘高 公告编号：2018-020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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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159,062.00 3,637,541,337.95 -58.62%

营业利润

-187,484,395.62 319,208,715.15 -158.73%

利润总额

-190,268,367.86 318,982,531.60 -15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366,777.04 234,388,786.95 -166.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3 -16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1% 23.59% -39.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429,752,963.76 5,839,532,761.44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23,126,387.37 1,085,571,446.23 -14.96%

股本

1,025,800,523 1,025,800,52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0.90 1.06 -14.97%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505,159,062.0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62%；营业利润-187,484,395.62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158.73%，利润总额-190,268,367.8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9.65%；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155,366,777.0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6.29%。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滑的主要原因如下：

1、宏观经济不景气，行业竞争激烈，公司调整业务结构，导致收入下滑@受宏观经济影响，上游地产行业

的投资不景气，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在经济下行以及金融去杠杆的压力下，业主方的资金压力增大。公司从

2016年开始逐渐调整业务结构，逐渐降低了垫资项目的签约，加大优质项目的签约，对短期的经营业绩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业主方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装饰项目的建设进度、结算进度和回款周期延长，也导致

收入不达预期。

2、项目回款不达预期，导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增大

建筑装饰工程行业存在普遍的垫资现象，行业应收账款普遍较高，由于公司近年来业务规模快速扩大，

应收账款余额也大幅上升。受宏观经济不景气和市场流动性降低的影响，业主方的资金压力进一步加大，导

致公司部分项目的实际回款进度低于预期进度，部分项目的结算周期延长也使得项目回款周期变长。项目回

款周期延长，导致本期末应收账款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大幅提升，进而导致本年净利润下降。但应收账款

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并不表示应收账款无法收回，日后收回款项后会将之前计提的坏账准备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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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披露的《公司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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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76� � � � �证券简称：万马股份编号：2018-008

债券代码：112215� � � �债券简称：14万马01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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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2,507,091.57 6,379,646,046.28 16.19%

营业利润

104,334,611.34 164,444,398.02 -36.55%

利润总额

117,888,453.80 224,151,347.09 -4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086,684.87 215,218,216.65 -4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 0.23 -5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7.16% -4.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36,016,617.14 5,031,968,958.20 3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71,377,777.95 3,067,547,051.36 29.46%

股本

1,035,489,098.00 939,145,488.00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4 3.27 17.43%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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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业绩说明：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4.13亿元，较上年增加16.19%；实现营业利润1.0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5%；实现利润总额1.1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1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7.92%，经营期利润下降主要系铜等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产品成本增加，毛利

率下降；新能源板块持续投入所致。

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36亿元，较年初增加39.83%，主要系铜价持续上涨、订单量增加

导致销售收入增加，相应款项形成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尚未到回款周期所致；另本报告期内，为助力新能源

及新材料板块发展，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75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60%至

-20%，本次业绩快报与上述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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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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