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2 月 28 日 星期三

B1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智能 公告编号：2018-013

债券代码：112330� � � � �债券简称：16巨轮01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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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

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9:30在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结合

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董事吴潮忠先生、郑栩栩先生、李丽璇女士、林瑞

波先生、吴豪先生亲自出席会议；董事杨煜俊先生，独立董事张宪民先生、杨敏兰先生、黄家耀

先生以传真方式参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董事吴潮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洪福先生、郑景平先生和廖步云先生列席了

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2018-015）》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以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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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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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2月22日以书面、 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发

出。

2、本次会议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11:0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采用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4、本次会议由监事洪福先生主持，监事郑景平先生、廖步云先生均亲自出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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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更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与会监事以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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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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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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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子公司，下同）对截止

2017年12月31日的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对商誉以及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拟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598.90万元，明细如下表（未经审计）：

资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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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的净利润比例

应收账款

2,382.36 75.52%

其他应收款

3.95 0.13%

存货

15.10 0.48%

商誉

197.49 6.26%

合计

2,598.90 82.38%

本次计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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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以及商誉，合计计提减

值准备金额2,598.90万元，将减少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3.70万元，减

少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233.70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2017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

司2017年度业绩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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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为 2,598.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超过50%， 其中对应收账款拟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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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列表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

万元

）（

本次计提前

）

48,878.13

资产可收回金额

（

万元

）

46,495.77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

，

在资产负债表日

，

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单项金额重大的应

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

按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差额

，

确定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备

；

单独测试未减值的应收

款项

，

汇同单项金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

，

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划

分为若干组合

，

再按这些应收款项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

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

，

计提坏账准备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

万元

）

2,382.36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部分应收款项回款不及预期

、

账龄相应变长

。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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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因此将

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以及2017年度的经营成

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有合理性。

五、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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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更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7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17年度的经营成果；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六、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制度的规定，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的谨慎性原则，保证了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资产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没有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7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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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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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2月27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楼一楼视听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2月26日下午15:00至2018年2月2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40,183,

1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6539%。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35,198,248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33.427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984,8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26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事、高管以外的

股东）共1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4,642,6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212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

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共2个议案，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和信（天津）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737,532,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票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李丽璇女士和林瑞波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并获得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740,180,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

反对票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宇烈、吴斯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厚律师事务所关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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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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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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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142,547.15 817,939,813.49 41.10%

营业利润

150,946,677.34 21,903,088.56 589.16%

利润总额

166,706,115.03 58,329,984.20 18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769,674.09 31,546,629.06 108.4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99 0.0143 10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06%

上升

1.1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019,907,998.42 4,755,657,470.31 4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08,240,969.31 2,948,257,780.20 2.03%

股本

（

股

）

2,199,395,670 2,199,395,67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37 1.34 2.24%

注：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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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智能装备产品销售稳步增长，本期并购新增的控股子公司盈利状况良好，

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得到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5,414.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1.10%；实现营业利润15,094.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9.16%；实现利润总额16,670.6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85.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76.9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48%；基本每股收益0.029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09%。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1,990.80万元，较年初增长47.61%，一方面是因为公司将本期并购

新增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及子公司本期因开拓业务需要

增加对外融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0,824.10万元，较年初增长2.03%，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37元，较年初增长2.2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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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的变

动幅度为80%～13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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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920� � �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18-013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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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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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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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009,343,303.18 5,678,033,522.88 5.83%

营业利润

687,998,952.67 658,886,512.24 4.42%

利润总额

692,272,131.40 671,987,522.68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7,064,974.75 590,280,713.38 4.5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6,288,718.39 567,837,620.93 8.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6 1.31 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0 55.63 -14.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6,222,864,986.54 4,482,936,297.16 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21,023,734.29 1,281,506,461.84 190.36%

股本

550,000,000.00 450,000,000.00 2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77 2.85 1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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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09,343,303.18元，营业利润687,998,952.67� 元，利润总

额692,272,131.4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7,064,974.75元，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6,288,718.39元，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5.83%、4.42%、3.02%、4.54%

和8.53%。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稳健增长，财务状况良好。在2017年国内乘用车市场低速增长的

环境下，公司董事会领导经营管理层，紧抓车联网、智能驾驶辅助以及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发

展趋势，加大对新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加快推进“本土国际化” 战略下

的全球化布局。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增减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222,864,986.54元，同比增长38.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3,721,023,734.29元，同比增长190.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77元，同

比增长137.54%。

以上指标增长主要因报告期净利润的增长， 以及公司在2017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所有者权益和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为596,193.52万元～624,583.69万元，较

上期同期增长5%～10%；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028.07万元～61,979.47万元，较上

期同期增长0%～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总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上述《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公告书》的预计范围内，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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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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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27� � � �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18-002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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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562,621.57 323,598,025.08 1.53%

营业利润

79,391,622.77 71,050,966.76 11.74%

利润总额

79,357,565.05 74,600,163.12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610,308.83 63,349,272.32 9.8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99 0.9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0% 22.19% -1.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63,908,964.18 396,587,159.96 1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68,628,182.37 317,097,823.54 16.25%

股本

70,350,000.00 70,35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5.24 4.51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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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328,562,621.57元，同比增长 1.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610,308.83元，同比增

长 9.88%。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63,908,964.18�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368,628,182.37元，股本 70,350,000.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24� 元，

较期初分别增长 16.98%、16.25%、0%和 16.19%，主要原因是2017年度经营收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02� 月 0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中， 预计 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33,014.19万元， 较上年度增长

2.02%；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测数为6,929.77万元，较上年度增长9.39%；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6,317.08万元，较上年度增长4.77%。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招股说明书预计比较，营业收入比预计营业收入减少157.93万

元，主要原因是第四季度电源电器订单比预期减少所致。净利润比预计净利润增加31.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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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53� � � �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2018-09

北京中长石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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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55.89 266,260.81 8.49%

营业利润

50,102.58 34,848.23 43.77%

利润总额

49,460.74 47,760.43 3.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04.15 38,879.03 11.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0 0.36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2% 8.09% 0.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55,302.69 605,726.93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5,589.34 493,938.77 6.41%

股 本

106,678.88 106,678.8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93 4.63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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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加速从软件供应商向面向整个大消费领域、以大数据驱动的应用服务平台

运营商转型，通过不断完善新一代云平台的酒店、餐饮信息系统，整合零售信息管理系统行业

子公司业务，巩固和拓展在信息系统行业的优势地位，预订平台和支付平台交易流量实现良性

增长，公司在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香港等地新设立多家子公司，并着重在海外围绕下

一代云平台的酒店信息系统和酒店大数据进行投资， 在平台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进展，公司业务收入实现了稳定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综合来看，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88,855.8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49%；实现营业

利润 50,102.5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3.77%；实现利润总额49,460.74�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3.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3,204.1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1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1,816.92� 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1.36%。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55,302.69万元，较期初增长 8.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525,589.34万元，较期初增长6.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93元，较期初

增长6.48%。

2、2017年度财务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3.77%，主要系根据最新的会计准则列报要求，将原“营业

外收入”核算的增值税退税收入重新划分为“其他收益” 科目，归属于营业利润核算范围内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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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在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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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29� � �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4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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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720.84 747,734.64 37.98

营业利润

68,861.62 30,474.61 125.96

利润总额

69,954.10 42,757.69 6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17.61 37,439.09 63.2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50 0.0827 63.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1% 7.26% 0.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709,795.17 1,229,590.50 3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24,575.44 772,442.41 6.75

股本

（

万股

）

452,694.06 181,077.62 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1.82 1.71 6.43

注：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因报告期内实施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增加公司总股本，故已按照最新股本列报

“基本每股收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上年同期数、本报告期初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约1,031,720.84万元，同比增长37.98%；实现营业利润68,

861.62万元，同比增长125.96%；实现利润总额69,954.10万元，同比增长63.61%；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17.61万元，同比增长63.25%。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1）公司进一步加强了优质客户的开拓力度，2017�年新增国

内外大客户，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及客户结构，报告期内公司液晶电视、数字机顶盒、LED产品

及配件等传统业务持续拓展，加之互联网电视业务联合运营项目逐步推进，主营业务收入实

现快速增长；（2）实现降本增效，通过人员优化调整、加强成本控制、提高资金管理能力等，

使得管理费用及财务费用明显降低；（3）公司于 2017�年 7�月 1�日起执行新的对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之会计估计，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2017�年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

股收益及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30%，主要原因同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所述。

2017�年末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50%，主要是公司实施 2016�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8�年 1�月 31�日披露的《 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9,902.55�万元至 67,390.36�万元， 与上年同期增长 60%�

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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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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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18-014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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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286,258.01 3,393,990,299.80 20.16%

营业利润

832,289,685.76 833,234,571.95 -0.11%

利润总额

832,202,305.42 890,969,432.14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4,182,003.81 744,201,395.60 -8.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375 0.6984 -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4% 23.26% -5.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073,754,062.18 11,216,201,113.01 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265,817,274.66 3,626,849,717.57 17.62%

股 本

1,080,956,100.00 1,073,186,100.00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3.95 3.38 16.86%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激励

对象行权数量为7,003,200股，预留股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行权数量756,300股，因此公司总

股本增加7,759,500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总资产报告期末为1,307,375.41万元，较上年期末增加185,755.29万元，增长16.56%,主

要是：

（1）公司业绩增长实现的净利润及存货的增加所致；

（2）公司业务增长增加融资额所致。

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报告期末为426,581.73万元， 较上年期末增加63,

896.76万元，增长17.62%,主要是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报告期为68,418.2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001.94万元，下

降8.06%，主要原因如下：

（1） 营业收入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68,429.60万元， 营业成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66,384.71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建造项目及运营项目数量稳步增加，促使收入和成本增

长；

（2）管理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485.30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业务增长，同时员

工人数及工资基数增长，导致相关费用增加；

（3）财务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1,722.73万元，主要原因是：融资额增长导致利息

支出增加；

（4）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382.96万元，主要原因是：随着营业收入的增

长，相应的应收账款也随之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披露《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7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63,257.12万元至85,583.16万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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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73 � � �证券简称：清新环境 公告编号：2018-015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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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2018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5% - 35%

盈利

：

9,512.91

万元

盈利

：

10,939.85

万元–

12,842.43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由于部分2017年延期建造项目在一季度确认收入；

2.新增建造及运营项目数量稳步增加促使业绩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52� � �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18-【008】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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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披露的2017年年度报告

中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301,935,061.73 2,690,979,869.72 22.70

营业利润

244,715,614.35 262,829,536.75 -6.89

利润总额

246,564,480.94 268,891,140.67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1,353,000.36 205,733,617.83 -6.9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20 1.61 -2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1 37.20 -25.1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2,645,117,721.40 1,231,585,752.39 11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20,045,397.84 664,157,372.23 189.09

股本

170,000,000.00 75,000,000.00 126.67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

元

/

股

）

11.29 8.86 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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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0,19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095.52万元，增加

22.7%。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开拓包装油市场增加营业收入23,309.43万元，公司新增

大豆压榨，豆粕销售实现营业收入32,518.57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4,471.5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11.39万元，下降

6.89%；实现利润总额24,656.4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32.67万元，下降8.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35.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99%。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包装材

料、原料油、人工等成本不同程度上涨导致营业成本增加，公司新增豆粕销售未产生盈利。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64,511.77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114.77%，主要是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和新增固定资产所致。

（2）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192,004.54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

189.09%，主要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及新增利润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17,000万股，较本报告期期初增长126.67%，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7年3月10日上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500万股；2017年9月6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17年10月16日公

司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7,000

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中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0%至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6,458.00万元至24,688.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中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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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关于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