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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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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53,686.93 95,212,097.82 27.77%

营业利润 -58,821,513.86 -37,440,846.47 -57.11%

利润总额 -58,048,181.44 -37,588,603.56 -5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060,453.39 -34,738,627.09 -5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16 -0.2171 -52.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2% -9.23% 下降6.6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84,595,961.44 444,695,771.64 -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07,298,194.68 359,158,648.07 -14.44%

股 本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206 2.2447 -14.44%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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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121,653,686.9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77%，

主要原因是咖啡机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加， 影视设备租赁和智能家居业务开始产生

一定的收入。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58,821,513.8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7.11%，实现利润总

额人民币-58,048,181.4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4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人民币-53,060,453.3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2.74%。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同比降幅均超过30%，主要原因是影视投资项

目出现较大幅度亏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人民币384,595,961.44元，较期初减少13.5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7,298,194.68元，较期初减少14.4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发布的2017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7年1月至

12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150万元至-4,2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

绩与前期业绩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风险提示

1.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 公司将因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

两年亏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3.2.1条第（一）项规

定的 “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

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公司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2.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如果公司2017年度

财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将触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14.1.1条第（四）项规定的“因审计意见类型触及

本规则13.2.1条第（四）项规定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

的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情形，公司股

票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4月2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的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33）。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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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00� � �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18-010

债券代码：128030� � � �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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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6,526,837.51 4,444,138,122.88 5.45%

营业利润 403,438,805.70 387,297,061.89 4.17%

利润总额 426,939,118.20 426,191,024.76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10,635,105.89 392,541,388.03 4.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41 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8% 15.82% 下降了1.0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877,061,927.40 4,490,817,872.34 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990,136,884.78 2,628,995,914.63 13.74%

股本 963,384,608.00 963,384,60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10 2.73 13.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上继续围绕“饲料、防疫、养殖、服务” 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方向进

行市场拓展，主营业务规模稳定增长，经营情况良好；业务板块中，报告期内公司饲料业

务销量同比增长8%，随着生猪存栏量上升，产品结构有所优化；兽用生物制品业务总体

疫情形势平稳，成本控制细化三项费用降低，产品盈利能力增加，报告期内业绩稳定；蛋

白油脂业务报告期内产量同比上升23%，全年产品市场价格先抑后扬，四季度基本面有

所好转，由于受季节性价格影响全年综合盈利能力仍有较大下降；食品养殖业务生猪出

栏量48.94万头，较上年同比增长18.38万头，受生猪市场价格变化影响盈利空间较上年

下降。

2、公司主要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4.03亿、利润总额4.27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亿，比上年同期分别上升了4.17%、0.18%、4.61%，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因业务

拓展销售收入增长了5.45%，因控制各项费用导致三项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

减少，报告期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较上年上升30.87%� ,主要原因为2017年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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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披露的 《2017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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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18—012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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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2,625,774.96 5,450,045,828.18 20.60%

营业利润 196,733,238.19 228,056,293.42 -13.73%

利润总额 200,453,209.84 244,117,979.37 -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120,962.51 232,754,370.15 -19.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53 -52.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1% 13.98% -3.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543,696,467.70 2,299,083,200.34 1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29,886,273.69 1,766,039,324.79 9.28%

股 本 756,092,000.00 444,760,0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5 3.97 -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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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7,262.58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0.60%；营业利

润19,673.3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3.73%； 利润总额20,045.32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812.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18%。其中：营

业总收入增长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批发商和连锁餐饮企业等渠道的拓展力度，扩大

冷鲜肉销量，促进销售收入增长；同时，在肉制品方面，公司也采取了加强产品研发、

渠道开发等多项措施，最终带动肉制品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10.0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原因是：2017年度受毛猪价格下降影响，公司养殖环节实

现利润同比下降33.48%；2017年度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费用为3029.85万元，同比增加

96.38%。

2、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52.83%，主要原因为：2017年公司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导致股本增加；2017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8,812.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18%。

3、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下降35.77%，主要原因

为：2017年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导致股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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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7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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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0706� � � �证券简称：阿石创 公告编号：2018-005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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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同意使用不超过1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使用期限及累计交易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具体内容分别详见2017年10月2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11）、《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7)；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7年11月7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500万元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签署了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 并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

2017-019）。

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发行

主体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8297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产品代码 C171R0197

购买金额 35,000,000元整

产品期限 108天

产品收益起计日 2017年11月10日

产品到期日 2018年2月26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4.40%

资金来源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赎回本金合计3,500万元，取得理财

收益合计455,671.23元，本金及理财收益已于2018年2月26日划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产品发行主

体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购买金额

产品收益起

计日

产品到期日

是

否

赎

回

理财收益

（元）

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金雪球

-优悦”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3M）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4,500万元

2017年 11月

7日

2018年 2月8

日

是 521,753.43

2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7年JG1873

期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2,000万元

2017年 11月

10日

2018年 2月8

日

是 217,555.56

3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

率结构18297�期人

民币结构性理财产

品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3,500

万元

2017年 11月

10日

2018年 2月

26日

是 455，671.23

4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金雪球

-优悦”保本开放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1M）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3,000万元

2018年 2月

12日

2018年 3月

12日

否 -

5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

2,000万元

2018年 2月

11日

2018年 5月

12日

否 -

四、备查文件

1、中信银行客户回单;

特此公告。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0706� � � � �证券简称：阿石创 公告编号：2018-006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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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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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1.79 17,463.57 35.09

营业利润 4,785.32 3,943.64 21.34

利润总额 4,754.85 4,174.11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5.84 3,602.55 1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0.61 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0% 19.50% -4.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4,812.61 27,572.34 9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790.26 20,275.37 101.18

股 本 7,840.00 5,88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20 3.45 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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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3,591.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5.09%；营业利

润为4,785.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1.34%；利润总额为4,754.8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3.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95.84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3.69%。影响经

营业绩的因素主要有：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增加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要系公司部分

靶材新产品逐渐开始放量，蒸镀材料保持稳定增长；而随着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优化产

品结构，营业收入取得较快增长的同时销售费用也有所增加；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增长，系一方面公司销售规模

扩大增加了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以及另一方面为满足公司改造和优化生产线的需要，公

司新增了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余额为54,812.61万元，比期初增长

98.80%； 报告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0,790.26万元， 比期初增长

101.18%；报告期期末归属上升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5.20元，比期初增长50.72%。总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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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变

动幅度高达30%以上，主要系公司收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股本增加变动

幅度高达30%以上，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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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2017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讨论。

2、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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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的公司负责人、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印纪传媒 编号：2018—020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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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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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419,859.47 2,505,517,764.93 -7.59%

营业利润 780,009,696.60 774,423,361.58 0.72%

利润总额 831,598,203.80 847,175,011.53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6,291,659.93 730,954,886.33 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86 0.4130 6.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7% 37.72% -7.7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87,743,389.95 3,617,011,932.50 2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17,404,653.09 2,279,732,354.08 27.97%

股本（股） 1,769,834,184.00 1,106,146,365.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6484 2.0610 -20.02%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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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1,541.99万元，较上年下降7.59%；实现营业利润78,

000.97万元，较上年增长0.72%；实现利润总额83,159.82万元，较上年下降1.84%；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7,629.17万元，较上年增长6.20%。

截止2017年底，公司总资产468,774.34万元，较2016年底增长29.6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1,740.47万元，较2016年底增长27.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1.6484元，较2016年底下降20.02%。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影视剧项目的开发销售和娱乐IP版权的销售，保持了业务的

稳定增长，公司整体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化较小。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资产总额较上年期末增长29.60%，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存货等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期末增长27.97%， 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

增长带来的净利润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期末下降20.02%， 主要是因为公司2017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本增加60%所致。

公司股本较上年期末增长60%， 主要是因为公司根据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在

2017年进行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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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

披露的2017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143� � � �股票简称：印纪传媒 编号：2018—021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延期回购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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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北京印纪华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印纪华城”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质押延期回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回购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延期回购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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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延期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印纪华城 是 74,400,000 2016-02-25 9999-01-01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2.90%

资金需

求

合计 - 74,400,000 - - - 32.90%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印纪华城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26,151,12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8%。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19,072,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6.87%，占公

司总股本的12.38%。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933� � �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18-004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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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公司2017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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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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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910,071.56 1,690,231.60 13.01

营业利润 113,399.55 -66,369.69 270.86

利润总额 90,780.19 -60,929.47 24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85.76 34,213.92 20.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7 0.180 2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7 6.29 增加0.58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257,618.08 5,176,150.91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02,162.57 566,589.68 6.28

股本 190,050.00 190,05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17 2.98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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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7年，受供给侧改革等政策有利因素推动，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煤炭、电解铝行业

出现回暖，煤炭产品、铝产品价格同比涨幅较大，公司主营产品盈利能力大幅提升。报

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10,071.56� 万元， 同比增长13.01%， 实现利润总额90,

780.19万元，同比增长248.99%。由于以下事项，影响报告期内利润67,640.19万元。

1、薛湖煤矿、新庄煤矿停产事项影响

（1）因薛湖煤矿与新庄煤矿停产，薛湖煤矿、新庄煤矿共发生停工损失26,668.53

万元。公司原将薛湖煤矿、新庄煤矿停产期间与巷道工程相关的支出列入“在建工程-

巷道工程” 科目核算，会计师事务所建议参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煤炭采掘企

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税【2015】117号）中“除开拓巷道以外

的其他巷道” 进项税不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规定，该项巷道投入不应列入资产类

项目核算，公司将列入“在建工程-巷道工程” 科目的支出调整至“营业外支出” 科目

核算。

（2）按照薛湖煤矿、新庄煤矿核定产量计算，因停工期间无产量导致减少利润15,

626.58万元。

（3）薛湖煤矿、新庄煤矿复工复产后，因按照“双六” 规定（矿井所采煤层瓦斯压

力大于0.6兆帕(MPa)或瓦斯含量大于6立方米每吨(m3/t)时，必须采取开采保护层或底

(顶)板岩巷预抽煤层瓦斯，严禁采用局部防突措施替代区域防突措施。残余瓦斯压力

及含量降到0.6MPa和6m3/t(省局标准)以下后，方可进入煤层进行采掘作业）组织生

产，导致复工复产后的产量低于正常产量，共减少利润8,062.52万元。

2、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对应收款项单项认定坏账准备

公司拟于本报告期期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对应收款项单项认定坏账准备合计

7,581.73万元，其中：因新庄煤矿、薛湖煤矿复工复产后产量较低，导致其期末库存商品

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按照会计准则规定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731.17万元；按照公司

会计政策规定，公司拟于期末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计提坏

账准备4,850.56万元。

3、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

因公司拟对永城铝厂的部分土地使用权及附属物进行处置，产生资产处置损失9,

700.83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257,618.08万元，较期初增加1.57%，公司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为602,162.57万元，较期初增加6.28%。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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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13,399.55万元，同比增长270.86%，实现利润总额90,

780.19万元，同比增长248.99%，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产品煤炭、电解铝价格同比大幅上

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未对全年业绩情况作出预计。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事务所审计，具体准

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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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2018年 2 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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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67� � �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18-008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辰欣药业"） 于2018年2月26日下午

15:00-16：4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了投资者调研活动， 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卢秀莲、董事会秘书孙洪晖、研发部总经理袁洪雨出席了本次会议，主要参会人

员为国投瑞银张佳荣、谢允昌，长江证券刘浩。

投资者主要活动内容及咨询问题回复如下：

1、公司董事会秘书孙洪晖对公司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带领调研人员参观公司展

厅。

2、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卢秀莲对公司近三年的研发模式进行介绍。

公司近年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除继续延续以往的选题研发模式外，还将借助资

本市场这个平台，增加以下三个研发模式：一是将以一类创新药为主要方向，约占公司

研发比例的四分之一；二是将选择一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品种，如注射剂、缓控

释剂等，走国际化双申报的路子；三是在国内仿制药方面将探索一些新的研发模式，采

取与研发机构或相关公司合作开发的模式进行研发合作。

3、公司近三年的在研品种

公司近三年的在研品种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自"722"之后公司的发补品

种，或者达到一定研发阶段，后续估值高的仿制药品种；二是药品一致性评价目录里面

公司涉及到的一些品种，公司将根据产品市场及其他综合情况，选择一些品种继续做

后续的研发工作；三是"722"之前选择的一些新课题，有规划的选择部分品种，加上公

司最近取得的几个一类创新药临床批件，将继续后面的研发工作。

4、公司最近研发的双靶点抑制剂获得了临床批件，该药物开发的适应症是哪些？

目前国家规定申报临床试验研究需要选择三个模型，这三个适应症模型对以后的

适应症可能有指导作用，我们公司选择的三个模型是乳腺癌，卵巢癌，大肠癌。

5、公司布局一类新药的思路是怎样的？

公司今后将寻求一些在新药研发方面有优势的团队或科研院所、高校等，通过公

司主动接洽或者对方与公司联系的方式， 选择一些有前景的一类创新药苗头化合物，

按照公司的研发模式布局一些产品。

6、在当前药品一致性评价的影响下，公司的选题思路是如何的？

在当前药品一致性评价的政策下，公司会根据现有能力和市场情况，结合该品种

最新的临床试验进度，谨慎选择产品，选择一些有特色，市场前景不错的产品做一致性

评价。

7、在当前药品政策背景下，公司已拿到批件的有潜力的品种是哪些？

公司产品结构比较丰富，包装形式上也有突出产品，尤其在塑料安瓿包装的水针

上面，公司现有十多个塑料安瓿包装的水针产品批件，这些水针产品都是公司有的优

势品种，生产厂家少，公司自身的生产线技术也比较先进，公司也将会继续增加其他水

针产品塑料安瓿包装的研发。

8、请介绍一下公司确保销售收入增速的保障。

公司通过增加营销网络建设，增强业务拓展能力，定期对公司业务人员的专业能

力进行培训，开发市场的能力得到加强，市场渠道不断拓宽拓深，加上对公司一些市场

比较好，美誉度高的品种不断深挖内涵等，这些都是确保公司增速比较稳健的举措。

本次沟通会未涉及公司未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