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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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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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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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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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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110,697.76 343,031,581.64 12.27%

营业利润

13,465,715.49 8,758,453.80 53.75%

利润总额

13,591,529.95 8,759,273.80 5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22,233.32 6,906,975.87 58.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06 58.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7% 1.62% 0.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650,801,458.17 513,903,785.26 2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1,023,444.05 418,728,160.21 5.32%

股本

113,340,000.00 113,34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9 3.69 5.32%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2、 表内， 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8,758,453.80元， 与2017年半年度报告中营业利润8,530,

812.01元不同，差异原因为2017年12月国家对会计准则进行了调整，原营业外收入和支出调整

至资产处置收益中，导致营业利润发生了变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为385,110,697.76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2.27%； 营业利润13,465,

715.49元、利润总额13,591,529.9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0,922,233.32元，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长53.75%、55.17%和58.13%，基本每股收益0.1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8.13%，主要原因为

传统销售业务及保理业务毛利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26.64%，主要原因为应收保理款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5.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长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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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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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2018年 7 月 3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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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810� � � �股票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18-043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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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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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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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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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327,925.94 312,959,960.59 36.86

营业利润

40,082,174.94 28,001,793.53 43.14

利润总额

39,331,920.93 33,287,090.97 1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98,258.11 28,061,046.83 1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56 0.2936 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4% 4.35% 0.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337,664,153.40 1,108,661,075.33 2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48,581,730.42 675,240,205.64 10.86

股 本

119,064,000.00 95,560,000.00 2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2872 7.0661 -11.02

注：上述数据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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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2,832.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86%；实现营业利润4,

008.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14%；实现利润总额3,933.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1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39.8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9%。 本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销售

规模不断扩大，订单持续增长，营业总收入实现同期大幅度增长，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期增长。

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及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说明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33,766.42万元，较期初增长20.66%，主要是本期建设

20000吨/年纤维素醚改建项目投资增加所致；公司股本11,906.40万股，较期初增长24.60%，系本

期公司实行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4月27日《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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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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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853� � �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3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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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8/3 － 2018/8/6 2018/8/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8年6月28日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7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644,167,65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441,676.5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8/8/3 － 2018/8/6 2018/8/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公司自行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之外，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

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

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

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分配方案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铁路分局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元；持股1年以

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1元，待其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

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构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A�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

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

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3）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

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

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

股票的股东，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请办理。

（5）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其所得税自行申报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

每股人民币0.01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109号301室 邮编：150009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51-82281430� � � � �传真0451-82281253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报备文件

龙建股份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证券代码：002420� �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8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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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470,952,013.86 2,666,287,413.54 -7.33%

营业利润

-28,284,833.45 -72,790,012.03 61.14%

利润总额

-25,120,929.81 -51,423,211.76 5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19,199.78 -52,375,110.97 3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48 -0.1306 3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2 -3.20 0.2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3,362,777,593.16 4,125,822,404.75 -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7,874,736.73 1,181,774,456.51 -2.87%

股 本

401,000,000.00 401,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6 2.95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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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整体市场未见好转，公司销售收入未达预期且较上年同期下降；产能利用率不足、固定成

本高，主营业务接单毛利不高，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营业利润出现亏

损。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增减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61.14%，主要原因系毛利有所增长；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51.15%，主要原因系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支变动共同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35.05%，主要原因系利润总额及所得税费用变动所致；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

期增长35.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增长0.28%， 原因见前面报告期的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2018年7月14日披露的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1、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2、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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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7月3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6002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

年

7

月

30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A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002 006003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2018

】

721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8

年

6

月

28

日

至

2018

年

7

月

25

日 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8

年

7

月

27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15,157

份额级别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A

工银医药健康股票

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419,048,977.93 391,473,333.83 810,522,311.76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115,653.10 59,926.39 175,579.49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419,048,977.93 391,473,333.83 810,522,311.76

利息结转的份额

115,653.10 59,926.39 175,579.49

合计

419,164,631.03 391,533,260.22 810,697,891.25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

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_ _ _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_ _ _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_ _ _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

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19,865.20 31,006.00 50,871.2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47% 0.0079% 0.0063%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8

年

7

月

30

日

注：1、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

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

区间为0；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的网站（www.icbcc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本基金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介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1、本基金初始募集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

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2、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3、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

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3063� � �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2018-060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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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货款及质保金合计人民币171,642,585.00元、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超期支付

货款及质保金的利息、诉讼费及保全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次诉讼尚未结案，目前暂无法预计对本公

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18年7月27日，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原告” ）已分别就

与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通辽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和青岛华创风能

有限公司拖欠原告合同款事项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

院已受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的基本情况

1、起诉时间：2018年7月27日

2、受理时间：2018年7月27日

3、受诉法院：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4、诉讼当事人情况：

原告：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官龙村第二工业区5号厂房1-3层

法定代表人：韩玉

被告一：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华创” 、“被告一” ）

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二号路3号

法定代表人：胡晓东

被告二：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华创” 、“被告二” ）

住所地：海原县新区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刘立忠

被告三：通辽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辽华创” 、“被告三” ）

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靠班村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被告四：青岛华创风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华创” 、“被告四” ）

住所地：青岛市市北区瑞昌路236号

法定代表人：战竹谦

二、诉讼事实和理由及请求内容

（一）诉讼事实及理由

诉讼一：

原告向被告一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销售风电变流器等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

付货物，但沈阳华创拖欠原告部分货款及质保金不予支付。 截止2018年7月23日，沈阳华创欠

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共计12,965,680元。经原告多次催促，沈阳华创仍未予以付款。因此，为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诉讼二：

原告向被告二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销售风电变流器等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

付货物，但宁夏华创拖欠原告部分货款及质保金不予支付。 截止2018年7月23日，宁夏华创欠

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共计64,871,800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宁夏华创仍未予以付款。另，被

告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系被告宁夏华创的唯一股东， 被告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如不能

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诉讼三：

原告向被告三通辽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销售风电变流器等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

付货物，但通辽华创拖欠原告部分货款及质保金不予支付。 截止2018年7月23日，被告欠付原

告货款及质保金共计53,220,200元。经原告多次催促，通辽华创仍未予以付款。因此，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诉讼四：

原告向被告四青岛华创风能有限公司销售风电变流器等产品，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交

付货物，但被告拖欠原告部分货款及质保金不予支付。 截止2018年7月23日，被告四欠付原告

货款及质保金共计40,584,905元。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四迟迟仍未予以还款。因此，为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二）诉讼请求

诉讼一：

1、判令被告一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人民币12,965,680元，并按

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超期支付利息人民币277,560.84元（暂时计算至2018年7月23

日），以上共计人民币13,243,240.84元；

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诉讼二：

1、判令被告二宁夏华创风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人民币64,871,800元，并按

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超期支付利息人民币1,272,148.89元（暂时计算至2018年7月

23日），以上共计人民币66,143,948.89元；

2、判令被告一沈阳华创风能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诉讼三：

1、判令被告三通辽华创风能有公司支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人民币53,220,200元，并按照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超期支付利息人民币1,729,571.87元（暂时计算至2018年7月23

日），以上共计人民币54,949,771.87元；

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诉讼四：

1、判令被告四青岛华创风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及质保金人民币40,584,905元，并按

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超期支付利息人民币458,263.79元（暂时计算至2018年7月23

日），以上共计人民币41,043,168.79元；

2、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对相关应收账款已累计计提坏账准备15,013,242.00元。 因本次

公告的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公司目前无法判断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603568� � � �证券简称：伟明环保 公告编号：临2018-046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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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瑞安市海滨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公司” ），系浙江伟

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为海滨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15,000万

元；发生本次担保前公司对海滨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目前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因投资、建设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以下简称“瑞安扩建项目” ）需

要，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人民币15,000万元的

固定资产借款， 总借款期限为十六年。 2018年7月27日， 公司和农业银行签订 《保证合同》

（33100120180050051），愿意为海滨公司与农业银行于2018年7月27日签订的《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33010420180000728）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17年8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拟为海滨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28,000万元

担保额度，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该事项实施完毕，同意授权管理层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确定最终担保金额、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已于2017年9

月12日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公司于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为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14日。住所：瑞安市上望街道垃圾填埋

场内。法定代表人：朱善银。营业期限：2017年2月14日至长期。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公司出

资4,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公司子公司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10%。 海滨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污泥处理；垃圾处理项目

投资；环保工程的建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的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

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环保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

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3,479,354.02 130,893,635.45

负债总额

73,582,974.46 80,997,255.89

银行贷款总额

40,000,000.00 4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3,582,974.46 40,997,255.89

资产净额

49,896,379.56 49,896,379.56

项目

2018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17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0.00 -103,620.44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愿为债权人农业银行按主合同与债务人海滨公司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被担

保的主债权种类：固定资产借款。本金数额：人民币15,000万元。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

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连带责

任保证。 保证期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海滨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海滨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根据

瑞安扩建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海滨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

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助于瑞安扩建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没有发生对除控股子公司外的对外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发生

后，公司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232,827.61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57,386.39万

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90,214.00万元， 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25.87%。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33100120180050051）

2、《固定资产借款合同》（33010420180000728）

3、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4、第四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

5、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海滨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7、海滨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8-056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奥鹏投资部分股权转让款延期

支付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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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澳亚生物46%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

币26,000万元向杭州奥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鹏投资” ）出售杭州澳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亚生物” ）46%的股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澳亚生物的股权及权益。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已累计收到奥鹏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4,000万元，剩

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奥鹏投资应于2018年6月30日前支付。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巨潮

资讯网公告《关于出售参股公司澳亚生物46%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8）、《关于出

售参股公司澳亚生物46%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110、2017-111、2018-029、

2018-041、2018-049）。

2018年6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奥鹏投资部分

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的议案》， 同意奥鹏投资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于2018年7月

30日之前尽快支付，但最迟不得晚于2018年7月30日。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公告《关于奥鹏投

资部分股权转让款延期支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

二、事项进展情况

2018年7月30日，公司收到奥鹏投资支付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截止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全部收到奥鹏投资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26,000万元。同时，奥鹏投资

以其所持澳亚生物24%股权向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尚未解除或变更。

公司将持续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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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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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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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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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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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47,825.19 76,431,949.55 131.25%

营业利润

-27,472,990.43 -18,156,318.56 -51.31%

利润总额

-27,076,336.28 -18,241,761.14 -4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07,149.58 -17,541,015.01 -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3.22% -0.0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330,201,249.42 1,377,113,877.06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72,592,510.65 591,397,373.34 -3.18%

股 本

405,000,000.00 40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1 1.46 -3.42%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176,747,825.1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1.25%；营业利润较上年

同期下降51.31%，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48.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7.22%。公司营业总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两票制政策的全面实施使得销售结算价格整

体调增所致；经营利润和利润总额同比大幅下降一方面是两票制政策全面实施后市场推广费

用转由生产企业承担，销售费用同期大幅增长，并且超过销售收入增幅，因此使得经营利润下

降。另一方面，控股子公司宁波双成在建工程项目陆续转固，折旧摊销及日常运营费用较去年

同期增长明显，也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报告期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下降7.22%，降幅远低于经营利润和利润总额降幅，主要系转让南洋大厦房产事项按会计准则

规定确认在本报告期增加本期收益以及宁波双成少数股东按股权比例分担其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差异的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预计经营业绩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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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的

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