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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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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6,662,822.25 2,126,708,617.11 15.04

营业利润

326,793,448.40 214,046,733.79 52.67

利润总额

328,140,237.97 220,209,902.85 4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9,772,706.99 139,242,387.37 29.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790 0.4485 2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8% 8.66% 1.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130,514,620.69 4,745,716,817.07 5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23,453,270.15 1,669,818,261.32 9.20

总股本

310,474,440.00 310,474,44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87 5.38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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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紧跟国家消费升级政策导向，盘活资产，聚焦国际高端品牌运营核心主业，整合资源，

拓展渠道。预计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44,666.2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97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11%。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2,679.3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2.67%；实现利润总额32,814.02万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49.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97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11%，影响以上财务

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所得及资产收购、重组导致。

3、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713,051.46万元，比期初增长50.25%，主要系公司新收购的子公司并入合并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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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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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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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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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2月

27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14日以通讯、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王磊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过全体董事的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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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详见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能够更好地契合公司国际高端品牌运营服务商的战略,现根据公司实际情

况调整第四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如下：

变更前战略委员会委员：王磊（召集人）、李波、刘睿、王新安（独立董事）、王焕然（独立董事）；

变更后战略委员会委员：王磊（召集人）、李波、于阳、梁加祈、王新安（独立董事）、王焕然（独立董

事）。

变更前审计委员会委员：葛勇（召集人）（独立董事）、王新安（独立董事）、刘睿；

变更后审计委员会委员：葛勇（召集人）（独立董事）、王新安（独立董事）、李波。

变更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红（召集人）（独立董事）、李波、葛勇（独立董事）；

变更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红（召集人）（独立董事）、于阳、葛勇（独立董事）。

公司调整后的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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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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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2月14日

以通讯、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3人，会议由本次监事会召集人朱文斌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经过全体监事

的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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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朱文斌

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会议选举朱文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自本次监事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止。

监事会主席简历：朱文斌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朱文斌先生曾于

2010年至2013年任职微软亚洲硬件中心的项目经理；2013年至2015年任职比亚迪第九事业部的产品总监；

2015年至2016年任职乐行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2016年至今任职深圳赫美商业有限公司副总裁。 朱文

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被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员名单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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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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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了通过《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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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7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 2017�年末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发

放垫款及贷款、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等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回收可能性、存货的变现值、发放垫款及贷款和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等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

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项目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7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发放垫款及贷

款、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等项目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7年度拟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人

民币13,669.09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

计提大额减值准备金

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计提

的大额减值准备金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比例

应收账款

1,208.34 8.68% 1,200.17 8.62%

其他应收款

1 532.91 3.83% 522.25 3.75%

存货

-4,331.90 -31.11% -3,895.42 -27.98%

小计

-2,590.65 -18.60% -2,173.00 -15.61%

其他应收款

2 6,009.47 43.16% 3,064.83 22.01%

发放垫款及贷款

6,792.21 48.78% 3,464.03 24.88%

预计负债

-

风险准

备金

3,458.06 24.83% 1,763.61 12.67%

小计

16,259.74 116.77% 8,292.47 59.56%

合计

13,669.09 98.17% 6,119.47 43.95%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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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7年度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13,669.09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新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为人民币6,119.47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13,669.09万元占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98.17%。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合并报表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将减少6,119.47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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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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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单项金额超过

100

万的应收账款和单项金额超过

50

万

的其他应收款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期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运用个别认定法来评估资产减值损失

，

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

。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

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

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

，

计入当期损益

。

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未来现金

流量

（

不包括尚未发生的信用损失

）

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

，

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

值

（

扣除预计处置费用等

）。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的确定依据和计提方法：是指单项金额重大及不重大的经减值测试后不需要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

应收款项。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5.00% 5.00%

1－2

年

10.00% 10.00%

2－3

年

20.00% 20.00%

3－4

年

30.00% 30.00%

4－5

年

50.00% 50.00%

5

年以上

100.00% 100.00%

组合中，对于经测试没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减值的应收利息、应收手续费及为借款人代付本息形成的

其他应收款，根据五级分类结果按以下比例计提减值准备：

风险级次 计提比例

(%)

正常类贷款

1%

关注类贷款

2%

次级类贷款

25%

可疑类贷款

50%

损失类贷款

1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款项，根据其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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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关联方往来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关联方往来不计提坏账准备。

（5）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款项，根据其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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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存货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存货》规定：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

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3、发放垫款及贷款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发放垫款及贷款

单项金额重大的发放垫款及贷款的确认标准：期末单项金额超过30�万的发放垫款及贷款。

单项金额重大的发放垫款及贷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当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将无

法按原有条款收回款项时，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2）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发放垫款及贷款

按风险特征组合计提贷款损失准备的比例如下：

风险级次 计提比例

(%)

正常类

1%

关注类

2%

次级类

25%

可疑类

50%

损失类

100%

4、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

风险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如下：

风险级次 计提比例

(%)

正常类

1%

关注类

2%

次级类

25%

可疑类

50%

损失类

100%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说明和数额

1、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1及存货

（1）本次计提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1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系销售收入增加及新并购子公司，使应收账款、其他

应收款1余额增加，以致坏账准备增加；

存货减值准备计提的主要原因系新并购子公司及公司在报告期内销售以前年度的库存商品，导致本次

冲回前期存货跌价准备。

（2）本次计提数额

资产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计提大额减值准

备金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

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减值

准备金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例

应收账款

1,208.34 8.68% 1,200.17 8.62%

其他应收款

1 532.91 3.83% 522.25 3.75%

存货

-4,331.90 -31.11% -3,895.42 -27.98%

小计

-2,590.65 -18.60% -2,173.00 -15.61%

2、其他应收款2、发放垫款及贷款及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

（1）本次计提原因说明

本次增加其他应收款2、发放垫款及贷款及预计负债-风险准备金的资产减值准备系2017年类金融板块

子公司放款规模扩大，导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2）本次计提数额

资产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计

提大额减值准备金

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归属于

上市公司计提大额减值

准备金额

（

万元

）

占

2016

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例

其他应收款

2 6,009.47 43.16% 3,064.83 22.01%

发放垫款及贷

款

6,792.21 48.78% 3,464.03 24.88%

预计负债

-

风

险准备金

3,458.06 24.83% 1,763.61 12.67%

小计

16,259.74 116.77% 8,292.47 59.56%

四、董事会关于 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7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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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经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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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18-10号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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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收入

421,556.69 345,138.32 22.14%

营业利润

39,750.81 29,370.74 35.34%

利润总额

40,890.44 31,015.33 3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61.75 25,103.05 37.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3 0.46 3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5% 10.36% 2.59%

2017

年期末

2016

年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88,871.68 439,800.10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7,447.77 252,293.48 13.93%

股本

（

万股

）

56,070.40 55,440.60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13 4.55 12.7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9,750.81万元，同比增长35.34%；实现利润总额40,890.44万元，同比增长

31.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61.75万元，同比增长37.68%。 主要原因系：

借助消费升级、健康需求及共享因素驱动保健按摩器具行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公司综合技术、产品、全

球品牌渠道优势，全力推动按摩椅业务的发展，公司的家用按摩椅、专用按摩椅（健康管理椅）及商用按摩

椅业务开始加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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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

计的2017年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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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4� � � �股票简称：奥佳华 公告编号：2018-11号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发美利稻田、

日电产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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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厦门蒙发利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蒙发利电子” ）与日本发美利稻田（FAMILY� INADA）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发美利稻田” ）、日电

产（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电产” ）三方于2018年2月27日共同签署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合同》，三方携手共进，整合各自优势资源，共同投资设立蒙发利稻田健康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具体以商

事登记机关核准名字为准，以下简称“蒙发利稻田” ），经营按摩机器人、智能健康设备等领域的设计、研发、

制造及销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总经理授权范围

之内，不需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协议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合作方情况介绍

1、日本发美利稻田（FAMILY� INADA）株式会社，创立于1962年，创始人是被誉为世界按摩椅之父的

稻田二千武先生，其研制出了世界第一台家用全自动按摩椅，开创了以按摩椅为代表的按摩器具行业，是按

摩椅业界鼻祖级别的公司。从创立至今，发美利稻田始终专注于按摩椅的研发和制造，拥有按摩椅领域56年

的雄厚技术积累，在全球按摩椅业界奠定了顶尖领导地位。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稻田二千武；注册资本：10,000万日元；住所：日本国大阪府大阪

市淀川区西宫原二丁目1番3号。

（2）主营业务：电动按摩器及美容体育器械的制造和销售、家用电器的制造和销售、通信销售业务、业

务用医疗设备的制造和销售、按摩店及美容沙龙的经营、按摩及美容技术学校的经营、化妆品及准药品的销

售等业务。

（3）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股东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数量

（

股

）

出资比例

（

%

）

稻田二千武

180,460 57.47%

稻田状秀

51,860 16.52%

工作人员持股协会

17,600 5.61%

稻田洋子

6,640 2.11%

其它

57,440 18.29%

合计

314,000 100.00%

2、日电产（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日本电产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日本电产株

式会社成立于1973年，是全球最大的一流电机制造企业。 以“节能，寿命长，低噪音” 为特点的无刷电机为核

心展开事业版图，在全球电机市场占有率第一。作为世界绝大多数厂商的最佳合作伙伴，日本电产与日本的

松下、夏普，韩国的三星、LG及美国的苹果公司等企业都有紧密合作。

（1）基本情况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甲斐照幸；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住所：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灵路118号312B室。

（2）主营业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区内商

务咨询服务，风扇、马达、塑胶及其制品、切削加工零件、贱金属及其制品（钢材除外）、机械设备、测试计、读

卡器、泵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股东：日本电产（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日电产100%股权。

二、本次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蒙发利稻田健康科技（厦门）有限公司（具体以商事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3、注册地点：厦门市集美区兑山西路114号187室（以营业执照最终载明的注册地址为准）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及销售（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家用美容、保

健电器具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

中国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公司经营范围以商事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6、资金来源：蒙发利电子、发美利稻田、日电产的自有资金。

7、投资总额和各方出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出资人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蒙发利电子

1,300.00

货币

65.00%

发美利稻田

600.00

货币

30.00%

日电产

100.00

货币

5.00%

合计

2,000.00 - 100.00%

三、本次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新设立合资公司蒙发利稻田的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蒙发利电子出资1,300.00万元人民币，

占65%、发美利稻田出资600.00万人民币，占30%、日电产出资100.00万元人民币，占5%。

2、公司治理

蒙发利稻田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蒙发利电子委派4人，发美利稻田委派2人，日电产委派

1人，董事长由蒙发利电子委派的董事担任。

3、经营管理机构

蒙发利稻田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设总经理1人，具体人选由蒙发利电子委派。 总经理可

根据管理需要提名副总经理若干名。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均需通过董事会任免。

4、技术合作

(1)蒙发利电子与发美利稻田双方将共同整合优势技术资源，开发行业领先的智能按摩保健和健康管理

技术，提高双方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并帮助双方进一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为双

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并为全球家庭的健康和幸福做出贡献；

(2)蒙发利电子与发美利稻田将为蒙发利稻田提供已经销售的按摩椅的相关技术及专利实施许可，同时

双方将共同向蒙发利稻田提供包括健康管理数据在内的健康管理技术。 具体技术合作事宜，双方将另行签

署相关技术合作协议。

5、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合同，其它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在不少于30日的合理期限内采取补救或者更正措施。 如果

违反合同的一方不采取补救、更正措施或者采取补救、更正措施后尚不能完全弥补其它方受到的损失，其它

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6、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至蒙发利稻田缴销营业执照之日止。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作为拥有中国按摩椅行业领先技术、生产、销售的奥佳华集团与在全球按摩椅产品发源地日本创业56

年历史中培养出来的雄厚技术力的发美利稻田一起， 同时得到电动机业界全球市占率第一的日电产助力，

本着为全世界万千家庭提供智能健康按摩服务的精神，三方强强联合，借助各方优势资源，以预防医学为基

础，按摩椅为产品载体，共同研发全球领先的智能按摩保健和健康管理技术，积极探索按摩机器人及智能健

康设备的开发，着力打造全球领先家庭智能健康产业共同体。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经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五、存在的风险

蒙发利稻田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等风险，公司已充分认识上述风险并将积极采取相应措

施予以防范和应对。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

特此公告。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2018-019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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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733,873.98 2,800,172,414.10 -8.94%

营业利润

337,103,817.26 282,265,478.58 19.43%

利润总额

339,284,877.25 298,465,600.12 1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041,990.15 256,133,221.76 10.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3 0.30 10.0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5.12% 0.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841,741,358.79 6,966,661,457.27 -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943,002,358.76 5,143,798,464.83 -3.90%

股本

849,370,562.00 861,595,025.00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5.82 5.97 -2.51%

注：①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②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2017年12月13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报告书》，截至2017年12

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2,224,4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88%。 因本次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相关规定，本公告中披露的本报告期总股本

须扣减已回购股份，相关财务指标（如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等）按扣减后的总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

，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8.94%

。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继续推进逐步退出传统电子电力行业的战略目

标

，

相继处置了几家电力行业的子公司

，

导致电力行业收入下降

37.2%

。

但同时

，

移动互联网运营支撑服务业务

的收入增长

18%

，

以增量弥补了电力行业收入的部分缺口

。

报告期

，

随着电力行业业务规模的缩减以及费用控制力度的加强

，

销售费用

、

财务费用分别较上年同期下

降

26.03%

、

34%

，

管理费用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

主要是电力行业业务管理及研发投入大幅缩减

，

同时加大移动

互联网业务视频云

、

数流云

、

物联云等新产品开发和老产品升级迭代的研发投入

，

移动互联网业务研发投入同

比增长

28%

。

报告期

，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19.43%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分别增

加

13.68%

、

10.12%

、

10.00%

，

主要是本报告期移动互联网运营支撑服务业务营业利润持续增长及电力行业业务期

间费用降低所致

。

报告期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期末分别减少

3.90%

、

2.51%

，

主要是公司基于员工股权激励和减少公司股本的目的

，

投入

3.07

亿元在二级市场上回购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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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

年

10

月

24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的

《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

》

中

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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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94� � �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1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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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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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1,948,275.88 1,531,157,195.89 36.63

营业利润

143,218,896.04 55,407,510.02 158.48

利润总额

152,150,974.52 66,982,059.97 12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48,933.69 39,781,779.13 204.28

基本每股收益

0.21 0.12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1.66 4.14

上升

7.5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424,433,719.17 2,295,483,003.84 4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05,539,261.49 979,005,200.90 12.92

股 本

571,196,160.00 345,600,000.00 6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94 2.83 -31.45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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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1,948,275.88元，同比增长36.63%；实现营业利润143,218,896.04元、利

润总额152,150,974.5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1,048,933.69元和基本每股收益0.21元，同比分别

增长158.48%、127.15%、204.28%和75.00%。 上述变动原因主要为以下三个方面：

1、利润总额2017年1-12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增加8,516.89万元，增加比例为127.15%，主要原因为本期新

增子公司阿拉善盟梦想汽车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实现盈利，为公司贡献利润；管道业务效益好于上年；

转让子公司河南顾地塑胶有限公司、邯郸顾地塑胶有限公司股权，增加合并报表投资收益所致；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17年1-12月累计较上年同期增加8,126.72万元， 增加比例为

204.28%，主要原因为本期利润总额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应增加所致；

3、基本每股收益2017年较上年同期增长75%，主要原因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其相应

增长所致；

4、报告期末公司股本571,196,160元，比报告期初增长65.28%，主要系公司实施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及实施2016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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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刊登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修正的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人民币11,536.72万元-13,525.81万元”不存在较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18-004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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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633,399.26 1,213,337,701.70 31.92

营业利润

104,199,080.58 -44,553,637.77 333.87

利润总额

118,972,191.50 42,533,780.37 17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27,206.62 21,221,073.94 157.4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84 0.0557 130.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1.83% 1.3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597,721,526.61 3,327,724,634.58 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775,503,552.53 1,702,864,474.32 4.27

股 本

425,414,274.00 212,707,137.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4.1736 4.0028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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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00,633,399.2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92%，主要是钛产业板块收入大幅增长所

致。

全年实现营业利润104,199,080.58元， 较上年增长333.87%； 利润总额118,972,191.50元， 较上年增长

179.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627,206.62元，较上年增长157.42%。 主要有以下原因：（1）销售收

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增加；（2）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突破，高附加值产品占收入比提升较大；（3）利用募集资

金补充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减少财务费用。

公司股本425,414,274股，较上年同期增加100%，主要是因为公司2017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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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公告的2017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披

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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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2017年度财务报表的内部审计报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18-017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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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亿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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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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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3,191.51 580,546.23 270.89

营业利润

-301,558.74 -41,098.18 -633.75

利润总额

-300,605.75 -36,429.82 -72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172.78 6,107.51 1,589.2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0307 0.0613 1,58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34% 3.31% 43.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446,363.46 5,267,760.68 -3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11,859.11 177,798.17 131.64

股本

106,358.79 101,202.40 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87 1.77 1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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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3,191.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70.89%，主要是公司2016年11

月收购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美国利盟公司），在本报告期将美国利盟公司2017年全年营业收入纳入

合并报表，而上年同期只合并了美国利盟公司2016年12月份的营业收入数据。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00,605.75万元，较去年亏损同比增长725.16%，主要是以下几项因素综合影响所

致：（1）打印耗材核心业务（不含美国利盟）业绩有较好增长；（2）2016年11月29日美国利盟公司被并购后

对可辨认的资产、负债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由于增值额较大，相应地增加了报告期间的折旧、摊销、存货

转销等，使得美国利盟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为较大的亏损；（3）公司2016年对美国利盟公司实施控股收购

时向银行及控股股东借款融资，在本报告期产生利息支出；（4）公司完成ES企业软件业务出售交易，确认

处置收益；（5）由于汇率波动确认了较大的汇兑损失。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172.78万元， 较去年同比增长1,589.28%， 主要是美国政府于

2017年12月份通过的税改法案对美国利盟公司有正面影响，美国利盟公司根据拟实施的税收政策，对原已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进行重新计量，以反映税率及税收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大幅调减了2017年

度递延所得税费用并相应调增净利润所致。

公司基本每股收益1.03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581.40%，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所致。

2、2017年末公司合并总资产3,446,363.46万元，较2016年末下降34.58%，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美国利盟

ES企业软件业务资产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11,859.1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1.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3.8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8.64%。 主要是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以及公司于

2017年11月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融资增加净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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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商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经

测算，公司2017年度预计盈利62,000万元至88,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15.14%� -� 1,340.85%。 美国利盟公

司根据其税务顾问及审计师的复核意见调整了原来初步测算的税改影响数， 进一步调减所得税费用导致

本次业绩快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出原来预计范围。修正后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

172.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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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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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