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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

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钿隆先生召集，2018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

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部分房产用于出租，用于出租的房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进行核

算。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公司拟对投资

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证券时

报》 和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6）。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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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证券时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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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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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通知于2018年2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本次会议由胡镇南主席召集，于2018年2月26日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通讯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有关召开监事会的规定，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投票结果：3票通过；0票弃权；0票反对）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的公允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后续计量。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投票结果：3票通过；0票弃权；0票

反对）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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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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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为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持有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根据相关规

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对投资性房地产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日期

自2017年10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原因

公司部分房产用于出租，用于出租的房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并在投资性房地产科目进行核

算。公司认为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具有合理性、可操作

性。

（三）变更内容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并按照与房屋建筑物或土地使用权一致的政

策进行折旧或摊销。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聘请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进行评估并出具 《房地

产估价报告》（国众联评字（2018）第1-0161号）。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导致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8,909.24万元。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产生影响，无需进行

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每个会计年度末均须通过评估报告对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进行估

价，若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变动会导致公允价值的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租赁和交易市场，公司能够从房

地产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

科学合理的估计。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有助于客观的反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的真实价值，

增强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四、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动态地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的公允价值，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后续计量。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动态地

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

同意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国众联评字（2018）第

1-0161号）。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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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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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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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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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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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于2017年

末对应收款项、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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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2017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68,177.03

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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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项 46,314.89 75.7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 0.49%

长期股权投资 1,886.97 3.09%

商誉 19,675.17 32.19%

合计 68,177.03 1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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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2017�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金额为46,314.8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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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7%，根据相关规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

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款项

账面价值（万元） 449,908.80

资产可收回金额（万元） 403,5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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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元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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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认定计提坏账准备，经

减值测试后不存在减值的， 应当包括在具有类似风险组合特征的应收款项中

计提坏账准备。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1）特定款

项组合，不计提坏账准备。（2）按账龄划分的信用风险特征组合。按账龄划分

的信用风险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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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在1年以内的按0.5%计提；账龄在1-2年的按10%计提；账龄在2-3

年的按20%计提；账龄在3年及以上的按100%计提；（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减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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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

本期计提数额（万元） 46,314.89

计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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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19,675.1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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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9%，根据相关规定，对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说

明如下：

（1）2014年10月29日，本公司与上海恺达广告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恺达” ）之股东应臻恺、华劲

松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公司通过受让方式取得上海恺达85%股权。上海恺达购买日财务报表反映其

归属于母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8,558.66万元， 其中85%股权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7,

274.86万元，公司合并成本为27,795.00万元，则两者差额20,520.14万元列示为商誉。

因上海恺达2016年、2017年均未能完成预计的经营目标， 公司根据其未来3到5年的业绩预测进行

评估，采用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初步测算结果，得出该项投资的可回收金额后，依据谨慎性

原则，对该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5,800.00万元。

（2）2012年7月13日，公司与青岛先锋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省广先锋（青岛）广告有限公

司” ，简称“省广先锋” ）之张文龙等九个自然人股东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公司通过增资和受让方式

取得省广先锋51%股权。 省广先锋购买日财务报表反映其归属于母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3,

580.30万元，其中51%股权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825.95万元，公司合并成本为4,470.00万元，则两

者差额2,644.05万元列示为商誉。

因市场变化，省广先锋2017年业绩有所下滑，公司根据对其未来3到5年的业绩预测进行评估，采用

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初步测算结果，得出该项投资的可回收金额后，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

项商誉及省广先锋层面存有的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2,672.38万元（含省广先锋并购时存在的商誉）。

（3）2012年11月28日，公司与合众盛世（北京）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后更名“省广合众（北

京）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简称“省广合众” ）之自然人股东赵智、法人股东江西宝中投资有限公

司签订《投资合同》，约定公司以13,489.61万元的价格受让省广合众55%股权。省广合众购买日财务报

表反映其归属于母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4,157.86万元，其中55%股权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为2,286.82万元，公司合并成本为13,489.61万元，则两者差额11,202.75万元列示为商誉。

因市场变化，省广合众2017年业绩下滑，公司根据其未来3到5年的业绩预测进行评估，采用北京中

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并初步测算结果，得出该项投资的可回收金额后，依据谨慎性原则，对该项商誉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11,202.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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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68,177.03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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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69.54万元，相应减少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67,169.5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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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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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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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合理性。

五、监事会关于公司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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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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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及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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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2,257,385.01 10,915,022,294.54 4.37%

营业利润 -154,574,694.23 857,035,521.16 -118.04%

利润总额 -93,225,406.47 886,133,360.68 -11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069,627.66 611,246,371.18 -130.28%

基本每股收益 -0.11 0.38 -12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6% 17.93% -21.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83,041,142.67 10,462,921,080.13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055,202,615.47 5,191,473,799.84 -2.62%

股本 1,743,337,128.00 1,341,028,560.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8997 3.8713 -25.10%

注：

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7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1,341,028,56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8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2017年6月

8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1,743,337,128股。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公司因2016年度权益

分配方案事项，对2016年度及2017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9,225.74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4.37%，实现营业利润-15,457.46万

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8.0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06.9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30.28%。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98,304.11万元，同比下降4.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5,520.26万元，同比下降2.62%，每股净资产2.8997元，同比下降25.10%。

三、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及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506.9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30.28%，与公司

2017年10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证券时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预计的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下降90%至70%存在差异，原因系前次业绩预计仅为公司财务部门预估数据，而本

业绩快报财务数据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预审计情况。公司与广东正中珠江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方面不存在分歧。报告期内公司业绩不达预期的

主要原因：1、因省广先锋、省广合众业绩有所下滑，经北京中科华评估有限公司初步评估，对上述公司

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结合公司应收款项实际回收情

况，部分应收款项存在减值迹象，预计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依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

四、董事会致歉说明

对本次业绩预告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及董事会深表歉意，并提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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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钿隆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列波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俊

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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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梅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85� � �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8-033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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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3,081,850.43 6,269,921,274.71 31.63%

营业利润 1,507,332,301.78 1,100,046,012.90 37.02%

利润总额 1,509,785,012.61 1,114,053,261.32 3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3,094,866.52 747,215,219.61 34.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9 0.37 32.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2% 19.47% 2.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617,990,492.96 7,784,150,995.52 7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59,520,671.75 4,188,743,553.77 20.79%

股本 2,043,978,097.00 2,044,969,122.00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8 2.05 20.9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253,081,850.43元，同比增长31.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03,094,866.52

元，同比增长了34.24%，基本每股收益为0.49元，同比增长32.43%，

2017年公司互联网+业务保持快速增长，其业务毛利率也有所提升，持续为公司贡献收入和利润；同时公司交易服务、

金融服务、资产管理服务等业务发展顺利，持续在收入、利润方面提供贡献。

2、财务状况说明

1）公司2017年度财务状况良好，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617,990,492.9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5,059,520,671.75元，分别较期初增长了74.95%、20.79%，公司资产增加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应收账款、贷

款、预付款项等流动资产相应增加所致。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总额2,043,978,097.00元，较期初减少了0.05%，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及第一个解锁期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了股本991,025.00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公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的

幅度为：20%～5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4.24%%，符合前次的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和提示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劲松、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朱敏、会计机构负责人童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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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希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7� � � �证券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2018-023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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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593,833.63 1,190,372,546.42 -9.56%

营业利润 147,619,568.35 108,137,481.45 36.51%

利润总额 144,499,271.82 139,769,612.66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4,199,673.77 94,855,781.47 2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3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8% 9.56% 上升1.2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24,825,179.66 2,916,296,476.62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100,538,607.03 1,018,445,556.15 8.06%

股本 313,489,036.00 313,489,036.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51 3.25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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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07,659.3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56%；营业利润14,761.96万元，比上年

同期上升36.51%；利润总额14,449.93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

419.9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0.39%。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14,761.9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6.51%，主要原因是：（1）根据财政部2017年

5月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报告期内公司与企业日常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由原计入“营业外收入” 调整计入了“其他收益” ；（2）确认

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2、财务状况

截止2017年期末，资产总额272,482.52万元，比期初下降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0,053.86万元，比期初上升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51元，比期初上升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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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中披露

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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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4� � �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2018-008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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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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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0,092,495.92 2,370,996,333.22 98.65

营业利润 537,749,026.69 233,614,401.98 130.19

利润总额 544,238,415.94 241,819,126.79 12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844,992.37 185,337,758.69 13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2 0.53 11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5% 14.41% 7.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700,768,109.23 2,884,295,219.38 6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34,970,468.77 1,758,823,871.67 44.13

股???�本 392,548,392.00 377,245,234.00 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61 4.92 34.3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71,009.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65%；营业利润53,774.90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30.19%；利润总额54,423.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3,084.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46%。基本每股收益1.1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1.32%。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470,076.81万元，较期初增长62.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3,

497.05万元，较期初增长44.13%。

2017年度公司继续全面落实和推进公司制定的打造“颜值经济产业圈” 平台的发展战略。报告期

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公司以化妆品为主的“颜值经济

产业圈” 平台业务大幅增长，以及杭州悠可化妆品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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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存在业绩提前泄漏和股价异动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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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44� � � �证券简称：杰赛科技 公告编号：2018-011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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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6,009,265.71 5,115,261,511.34 17.22%

营业利润 253,694,206.71 185,954,616.49 36.43%

利润总额 258,234,102.20 235,724,131.35 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180,018.00 190,575,922.08 14.48%

基本每股收益 0.38 0.33 15.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1% 10.26% 0.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350,525,952.83 5,552,936,274.16 1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31,040,604.64 1,942,989,770.42 9.68%

股本 572,040,033.00 515,760,000.00 1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73 3.77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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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599600.93万元，同比增长17.22%；主要为公众网络综合解决方

案、专用网络综合解决方案、印制电路板等业务增长，以及同一控制下合并远东通信、中网华通等收入同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营业利润同比增长36.43%，主要是一方面随收入增长而增加所致；另一方面是根据财会

〔2017〕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进行了修订，政府补助收益单独列报为“其他收益” 所

致，但报告期利润总额不受修订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55%，低于收入的增幅，主要是一方面因原材料上涨等原因成本的增长高

于收入的增长所致，另一方面随公司融资活动增加短期借款利息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导致印尼等海外子公司汇兑

损失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同比增长14.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同比增长9.68%，股本同比增长10.91%，主要为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增加注册资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为：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幅度为0～30%，公司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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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65�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3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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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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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01.81 92,247.32 29.55%

营业利润 8,026.76 5,913.16 35.74%

利润总额 8,075.85 6,644.46 2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18.31 5,575.37 1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62 -8.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5% 10.49% -1.9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5,035.05 142,530.14 1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4,065.17 55,953.36 50.24%

股本 12,000.00 9,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01 6.22 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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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501.81万元，同比增长29.55%；营业利润8,026.76万元，同比增长

35.74%；利润总额8,075.85万元，同比增长21.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18.31万元，同比

增长13.33%。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业务，主营业务持续增加，毛利率也

略有增长。

2、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8,026.76万元，同比增长35.74%，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长，毛利率略有增长所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4,065.17万元，同比增长50.24%，主要原因是新股发行溢价所致；股本

12,000.00万元，同比增长33.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发行新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10月27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2017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0.00%至20.00%，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575万元至6,69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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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571� � �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2018-009

杭州平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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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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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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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914,043.33 469,017,723.97 93.15%

营业利润 134,558,528.94 58,261,884.13 130.95%

利润总额 141,124,648.40 60,933,834.21 13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8,798,315.79 48,426,015.14 104.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3 0.61 10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6% 33.43% 2.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13,927,545.81 345,880,661.84 10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39,166,390.22 250,367,960.40 35.47%

股 本 80,000,000.00 40,000,000.00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24 3.13 35.46%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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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移动阅读市场保持 持续增长，公司自有

阅读平台业务和其它业务比去年同期取得显著增长，且公司不断强化经营管理和安全生产，运营管理

水平有效提升，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1、公司全年共实现营业收入90,591.40万元，同比增幅93.15%，主要是由于2017年本公司在上年基础

上大力推广自有阅读平台业务，带来较多的收入增长，其次是由于本年新投资公司业务发展良好，带来

较多的收入增长；

2、营业利润13,455.85万元，同比增幅130.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879.83万元，同比增幅

104.02%；基本每股收益1.23元/股，同比增幅101.64%，主要是由于销售业绩稳步增长，利润同步增长；

3、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71,392.75万元,� 同比增幅106.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33,916.64万元，同比增幅35.47%,主要原因系公司在报告期内经营规模扩大,利润增加所致；

4、公司报告期内实施2017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4,000万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至8,00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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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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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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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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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B13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