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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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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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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898,703.73 508,047,408.59 -10.07%

营业利润

-179,618,301.91 8,420,262.08 -2,233.17%

利润总额

-179,609,100.35 6,755,253.40 -2,75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017,299.01 1,523,728.43 -10,864.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2 0.002 -11,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9% 0.09% -10.7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165,405,525.82 2,262,630,540.22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21,420,219.25 1,648,404,154.84 -13.77%

股本

739,757,400.00 739,757,4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92 2.23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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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56,898,703.73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07%； 营业利润

-179,618,301.91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33.17%；利润总额 -179,609,100.35 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2,75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017,299.01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0,

864.21%；基本每股收益 -0.2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1,200.00%。

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

1、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未达预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2018 年 11 月，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毕泰卡文化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全资子公司毕泰卡 100%股

权的出售转让工作，预计报告期本项交易给公司带来的投资损失金额为 6,918.39万元；

3、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对收购 ATID� Co.,Ltd 及 FE�

Technology� Pty� Ltd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经初步测算，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4,590.13 万

元。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2,165,405,525.82元，较期初下降 4.30%；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21,420,219.25元，较期初下降 13.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1.92元，较期初下降 13.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2018

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滚存利润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31 日《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 2018 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0,000.00 万元至 -15,00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光珠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马小英女士和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文平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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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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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

时）会议于 2019年 2月 2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根据《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第一百一十

七条，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为：于会议召开 3 日以前发出书面

通知；但是遇有紧急事由时，可以口头、电话等方式随时通知召开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 6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6 人。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陈光珠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请查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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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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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2月 27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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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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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

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

2018 年末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

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回收可能性、固定资

产的可变现性以及各类长期股权投资企业的运营情况、 盈利能力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

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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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对 2018 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 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0,429.21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金额

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绝对值

的比例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512.04 336.05%

存货跌价准备

930.18 610.46%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435.87 286.05%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3,960.99 2,599.54%

商誉减值

4,590.13 3,012.43%

合计

10,429.21 6,844.53%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

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2018年度， 公司拟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3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对长期

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51,135.88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51,135.88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

较高者确定。

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一一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一一资产减值》规

定，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

当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

3,960.99

万元

计提原因

2018

年

3

月，公司收购参股公司毕泰卡文化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泰卡”）的

剩余股份，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报告期内， 毕泰卡对联营企业

OEP

HoldCo 10 B.V.

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

3,960.99

万元减值准备。

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2018年度， 公司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 3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 根据有关规定，对商誉减值准备

计提情况说明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

1,125.75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

1,125.75

万元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先对不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然后再对包含商誉在内的资产组和资产

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与其可收回金额，如果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应确认为商誉减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一资产减值》：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计提金额

4,590.13

万元

计提原因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对收购

ATID Co.,Ltd

（以下简称 “

ATID

”） 及

FE

Technology Pty Ltd

（以下简称“

FE

”）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经初步测算，分别对

ATID

和

FE

计提

2,499.44

万元和

2,090.69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0,429.21万元。预计将减少 2018年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7,966.31万元，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966.31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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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

有关法规进行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

后，2018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1、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存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审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对上

述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有助于 2018年度财务报表更加公允地反映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2018年度经营业绩。

2、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存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值准备，有助于向投资

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

3、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计提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意见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存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

值准备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对上述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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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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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

时）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并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召开。

根据《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章程》” ）第一百四十

七条，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临时监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 3 日以前发出书

面通知；但是遇有紧急事由时，可以口头、电话等方式随时通知召开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自良先生召集并主

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应收款项、存货、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减

值准备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对上述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6,949,152股

2、发行价格：4.72元 /股

3、募集资金总额：79,999,997.44元

4、募集资金净额：74,412,997.44元

二、 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于 2019 年 3 月 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不除权，

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 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任健认购的 4,237,288 股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河南超赢投资有

限公司 -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 2,542,373 股股票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 10,169,491股股票限售期均为 12个月， 自上市首日起计

算，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是否导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会导致不符合股票

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释 义

通达股份、公司、上市公司、发行人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发行情况报告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不超过十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85,381,390

股（含本数）普通股

（

A

股）股票的行为

公司股东大会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18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2014

年修订）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2006

年修订）

《认购邀请书》 指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尽职调查报告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发行保荐书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证券发行保荐书》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 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

1-9

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资机构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万福

注册地址：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注册资本：429,141,351元

成立时间：2002年 3月 26日

办公地址：偃师市史家湾工业区

办公地址邮编：471922

股票代码：002560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X148288455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生产、销售（凭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许可经营或禁止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董事会秘书：张治中

联系方式：0379-65107666

传真：0379-67512888

第二节 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是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过程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1、2018年 3月 2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定价基准日、发

行价格、锁定期安排、上市地点、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处置等

事宜的议案；并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与本次发

行相关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2、2018年 7月 19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有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8年 7月 30日，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

2018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64号）。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9 年 2 月 20 日出具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

限公司资金验证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31-00001号）。经审验，截止 2019年 2月 19日，民

生证券已收到通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共计 79,999,997.44 元，上述认购资金总额

均 已 全 部 缴 存 于 民 生 证 券 在 浦 发 银 行 北 京 紫 竹 院 支 行 开 设 的 账 户 （账 号 ：

91260078801300000071）。

2019 年 2 月 19 日，民生证券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9 年 2 月 20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9]第 31-00002 号），验证截至 2019

年 2月 19日止， 通达股份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6,949,152.00 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79,999,997.44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增值税）人民币 5,587,000.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人民币 74,412,997.44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6,949,152.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57,

463,845.44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9年 2月 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保荐机构、开户银

行、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和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

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证券的类型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16,949,152股。

（三）发行证券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四）定价方式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19 年 2 月 15 日。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4.72元 /股。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 4.72 元 / 股，相对于本次发行发

行底价 4.72元 /股的比率为 100%。

（五）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为面向特定对象的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在内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 除任健以外的其他发行对象范围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

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合格投资者。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2 个以上投资账户认购的，视

为一个发行对象。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子公司以其管理的 2 个以上投资账户认购的，视

为一个发行对象。 证券公司以其管理的不同资产管理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认购对象统称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 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管

理的不同资产管理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统称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子公司）。 证券公司以其自有资金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的，视为另一个发行对象，认购对象名称为证券公司。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类型的机构以

其管理的多个投资账户参与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情形， 不视为一家发行对象，且

单一产品作为认购对象参与本次认购的，其认购数量需满足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认购数量

区间。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认购对象不得为公司关联方。

（六）募集资金量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7.44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承销费及保荐费、律师费及验

资费等费用为 5,587,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4,412,997.44元。

（七）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为 5,587,000.00元，包括承销费及保荐费 2,000,000.00元、律师费、验资

费等其他费用 3,587,000.00元。

（八）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情况及其获得配售的情况

1、申购报价情况

2019 年 2 月 14 日，民生证券向截至 2019 年 1 月 18 日收市后的公司前 20 名股东（不包

含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

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规定条件的

20 家证券投资基金公司、10 家证券公司、5 家保险机构以电子邮件或快递方式共发送 75 份

《认购邀请书》。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时间内，2019 年 2 月 19 日 9:00-12:00 时，在北京市君致律师事

务所律师的见证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共收到 1 家投资者提交的《申购报价单》，认购对象均

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全部文件。 公司副总经理任健承诺接受本次询价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按照竞价结果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河南

超赢投资有限公司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共有两个私募产品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19号私募投资基金及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参与了报价，上

述两个私募产品分别按时按比例足额缴纳了保证金。

在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下，保荐机构与发行人对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

簿记建档。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根据首轮认购询价情况及认购邀请书中的配售原则，最终确认

发行价格为 4.72元 /股。

所有有效申购排列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月）

申购价格

（元

/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

（股）

一、参与申购的发行对象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

任健 自然人 副总经理

36

接受询价确定认购

价格

2,000 4,237,288

2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无

12 4.72 6,000 12,711,864

小计

16,949,152

二、申购不足时引入的其他投资者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别 关联关系 锁定期（月） 申购价格（元

/

股）

申购金额

（万元）

获配股数（股）

1

无

小计

三、无效报价报价情况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对象类别 无效报价原因 申购价格（元

/

股） 申购金额（万元） 获配股数（股）

1

无

合计

四、获配机构按类别统计

序号 获配机构类别 获配股数（股） 占本次发行股数比例

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

0 0

2

其它（包括境内外战略投资者等）

4,237,288 25.00%

3

财务投资者

保险公司

0 0

基金公司

0 0

证券公司

0 0

资产管理公司

0 0

自然人

0 0

其它

12,711,864 75.00%

合计

16,949,152 100.00%

2、发行定价与配售情况

根据《认购邀请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结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要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确定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4.72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16,949,152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79,999,997.44元。 发行对象及其获配股数、认购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任健 任健

4,237,288 19,999,999.36 36

2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

2,542,373 12,000,000.56 12

3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10,169,491 47,999,997.52 12

总计

16,949,152 79,999,997.44 -

四、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任健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1、任健

任健，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8年 5月出生，大学学历。 2008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

任成都航飞航空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2016年 4 月至今任成都航飞航空

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2016年 5月至今任发行人副总经理。

2、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 19号 1号楼 5层 509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朱艳辉

主要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实业的投资、投资管理及投资咨询;企业资产管理;

企业资产并购重组;企业上市策划。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8083715XB

（二）发行对象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各发行对象认购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配售对象名称 认购数量（股） 限售期 限售期截止日

任健 任健

4,237,288 36

个月

2022

年

3

月

4

日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

2,542,373 12

个月

2020

年

3

月

4

日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10,169,491 12

个月

2020

年

3

月

4

日

合计

16,949,152 -

（三）获配对象的出资来源情况

1、任健的出资情况

任健为公司副总经理，其出资均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或结构化产品的情形，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自于通达股份及其关联方 （自身为通达股份关联方的情况除外） 的情

形，也不存在通过与通达股份进行资产置换或其他方式获取资金的情形。

2、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19号私募投资基金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

创赢 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资金并非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关联方， 其出资情况如

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出资方名称 出资方资金来源（自有或募集） 参与本产品的出资比例（

%

）

1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王岳婷 自有

1.61%

2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刘潇潇 自有

1.61%

3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丁渺淼 自有

48.39%

4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基金 柴帅玺 自有

48.39%

5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 崔长兴 自有

94.34%

6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 王文国 自有

5.66%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获配对象任健为发行人副总经理，根据任健与发行人签署的《河南通达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双方约定任健以 2,000

万元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任健外， 本次发行 2名获配对象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

金及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超赢创赢 30号私募投资基金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经核查，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没有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

披露。

（六）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的交易安排

发行对象与公司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经核查，认购对象、配售产品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合法合规。

五、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

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规定的条件，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要求。 本次发行股票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及《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六、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本次发行的相关《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

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平、公正。

七、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层

法人代表：冯鹤年

保荐代表人：金亚平、王学春

项目协办人：彭黎明

其他项目人员：马腾、孙爱成、于波、张艳朋、王玉龙

联系电话：021-60453962

传 真：021-33827017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乙 12号天辰大厦 9层

负责人：刘小英

经办律师：邓鸿成、严磊

联系电话：010-65518581

传 真：010-65518687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层

负责人：胡咏华

签字会计师：郭义喜、黃福生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 真：010-82327668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号学院国际大厦 15层

负责人：胡咏华

签字会计师：郭义喜、黃福生

联系电话：010-82330558

传 真：010-82327668

第三节 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16,949,15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可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证券代码：002560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2019年 3月 4日（上市首日）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任健认购的 4,237,288 股股票限售期为 36 个月，河南超赢投资有

限公司 -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 2,542,373 股股票和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30号私募投资基金认购的 10,169,491股股票限售期均为 12个月， 自上市首日起计

算，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比较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年 1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史万福 境内自然人

25.36 108,816,340 81,612,255

2

马红菊 境内自然人

17.25 74,047,488 55,535,616

3

曲洪普 境内自然人

5.84 25,050,940 18,788,205

4

华泰证券资管

－

南京银行

－

华泰远见

1

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3.09 13,274,430 -

5

王芸 境内自然人

1.45 6,225,702 -

6

青震涛 境内自然人

0.61 2,630,400 -

7

王淑婉 境内自然人

0.43 1,825,100 -

8

万丛林 境内自然人

0.32 1,362,600 -

9

陈衡礼 境内自然人

0.29 1,250,000 -

10

侯鳕妍 境内自然人

0.23 1,000,000 -

合计

54.87 235,483,000 155,936,07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股）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1

史万福 境内自然人

24.39 108,816,340 81,612,255

2

马红菊 境内自然人

16.60 74,047,488 55,535,616

3

曲洪普 境内自然人

5.62 25,050,940 18,788,205

4

华泰证券资管

－

南京银行

－

华泰远见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2.98 13,274,430 -

5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30

号私募投资

基金

基金

2.28 10,169,491 10,169,491

6

王芸 境内自然人

1.40 6,225,702 -

7

任健 境内自然人

1.17 5,197,288 4,957,288

8

青震涛 境内自然人

0.59 2,630,400 -

9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

-

超赢创赢

19

号私募投资

基金

基金

0.57 2,542,373 2,542,373

10

王淑婉 境内自然人

0.41 1,825,100 -

合计

55.99 249,779,552 173,605,228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除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 4,237,288 股外，其他现任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未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发生变

动。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请参见下表：

股份类别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股份数（股） 股份比例

一、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0,332,025 62.99% 270,332,025 60.60%

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8,809,326 37.01% 175,758,478 39.40%

三、股本总数

429,141,351 100.00% 446,090,503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东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公

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三）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增强公司资本实力，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优势，

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业务结构产生不利

影响。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不会影响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性，

也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 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

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独立于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董

事会和高管人员保持稳定，上述人员独立性情况将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改变。

（六）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新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新的同业

竞争。 除公司副总经理任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外，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新增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

四、本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对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和 2018 年三季度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

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 16,949,152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74,412,997.44元，以 2017年度和 2018年

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

益如下：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收益

（元

/

股）

0.07 0.06 0.03 0.03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3.54 3.57 3.52 3.55

注：

1、发行前数据源自公司 2017年年度财务报告、2018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2、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17年 12月 31日和 2018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17

年度和 2018年 1-9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编制的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合计

309,303.99 246,587.43 258,671.36 232,912.01

负债合计

144,353.47 82,876.80 85,296.32 68,298.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733.94 151,111.07 151,787.20 142,535.1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63,043.02 166,420.92 162,741.05 129,017.24

营业利润

3,439.24 1,375.95 8,832.48 7,201.35

利润总额

3,457.63 1,412.05 9,644.55 7,365.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9.93 1,202.68 8,368.73 5,795.9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6.58 972.75 7,055.43 5,403.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72.39 -13,937.65 -1,487.74 2,611.6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73.27 -7,974.82 -3,010.23 14,102.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8.81 13,234.39 -7,501.38 6,562.9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564.79 -8,638.86 -12,045.62 23,579.32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46.67 33.61 32.97 29.30

流动比率（倍）

1.53 2.14 1.87 1.95

速动比率（倍）

1.30 1.72 1.62 1.51

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

股）

-0.91 -0.32 -0.03 0.18

综合毛利率（

%

）

8.55 8.34 13.67 1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4 0.80 5.71 4.0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46 2.47 2.92 3.26

存货周转率（次）

5.18 6.58 5.73 4.62

总资产周转率（次）

0.58 0.66 0.66 0.60

（二）财务状况分析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

上市公告书》。

第五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2016年 12月 27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签订了《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与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 指定

金亚平、王学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经过全面的尽职调查和审慎的核查，出具保荐意见如下：通达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履行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本保荐机构同

意推荐通达股份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第六节 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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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601919� � � �公告编号：临 2019-008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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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19年 2月 27日以接纳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议案材料等已按《公司章程》

规定及时送达各位董事审阅。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11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1人（其中独立

董事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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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批准了关于与上港集团签署《航运及码头服务框架协议》并申请 2019 年度上限之

议案。 详见公司同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有关披露文件。

2、审议批准了中远海控 2019年投资计划及处置计划之议案。

三、报备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9-004

优先股代码：140001、140007�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 01、宁行优 02

可转债代码：128024� � � �可转债简称：宁行转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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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9 年

2月 27日进行了表决。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16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6名。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胡平西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1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胡平西董事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9-010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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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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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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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638,572.12 912,207,963.12 -13.77%

营业利润

154,814,532.40 223,361,572.66 -30.69%

利润总额

156,998,222.88 223,982,001.37 -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729,338.89 190,785,271.54 -2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21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2% 5.51% -1.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463,139,487.52 4,587,891,731.98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20,885,611.95 3,484,851,136.6 3.9%

股本

909,572,725 909,572,725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98 3.8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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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13.77%，主要是游戏与动漫收入有所下降；营业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 30.69%,主要是游戏与动漫收入下降和投资收益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上年同期下降 28.86%；总资产较上年同期下降 2.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

年同期增长 3.9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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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