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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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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预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1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 11月 28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2018年 11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6）、《皇马科技 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18-053）。

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并编制了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以下简称

“本次回购” ）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版）。

二、回购股份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受到宏观经济、 资本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

动，当前公司股价未能正确体现公司的实际价值和经营业绩。基于公司目前业绩呈现稳定增

长，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同时为建立完

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

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以自筹资金回购股份。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后续股权激励计划。（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计划，则公司

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22 元 / 股（含 22 元 / 股），

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 财务状况和

经营状况确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

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等，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数量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5,500万元。

回购股份的数量：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5,5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2 元 / 股进行

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最大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250万股，约占本公司截至目前已发

行总股本的 1.25%。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如果

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

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

起提前届满。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或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

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

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八）办理本次股份回购事宜的相关授权

为了配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在本次回购

公司股份过程中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各种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1、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的方式、时间、

价格和数量等；

2、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

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政

策规定）调整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3、除涉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

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根据市场条件、 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

施、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制作、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并进行必要的备案和申报；

5、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具体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6、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

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关报备工作；

7、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具体办理与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有关的其他所必须的

事项；

8、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5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2 元 / 股进行测算，回购数

量约为 250 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5%。假设本次回购股权全部实施股

权激励计划，预计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1,000,000 50.50% 103,500,000 51.75%

无限售条件股份

99,000,000 49.50% 96,500,000 48.25%

总股本

200,000,000 100.00% 200,000,000 100.00%

（十）本次回购有关决议的有效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

况的分析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15.7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3 亿元，流动资产为

6.43 亿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 5,500 万元测算，分别占以上指标的 3.50%、4.01%、8.55%。

根据公司经营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人民币 5,500 万元上限股份回购金额，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有能力支付回购价款。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预案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修正）》、《上市

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证监发[2005]51 号）、《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证监会公告[2008]3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增强投资

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具有必要性。

（三）公司本次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可

行。

（四）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预案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回购股份预案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独立董事关

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说明

经公司自查：在董事会首次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 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

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六、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针对本次回购出具法律意见的结论意见如下：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回购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法律程序；本所认为，本

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办法》、《补充规定》及《回购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经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政策调整、投资

者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尚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

实施受到影响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存在因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董事

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将导致本计划受到影响的事项发生的风险。

（三）如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可能面临因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

机构审议通过、股权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授出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事项若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应进展公告。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说明事项

（一）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 （即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及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即 2018�年 11�月 2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4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

息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二）债权人通知

公司已依法履行了本次回购股份通知债权人的法律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关于回购股份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2），对公司债权人进行了公告通知。

（三）回购专用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

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346540

（四）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按照相关要求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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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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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2019年 1月 11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

称“《回购细则》” ）等有关规定，为充分落实《回购细则》的相关内容要求，进一步提升公司

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同时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

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结

合当前市场环境及公司实际情况现对回购股份预案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包括明确回购用途、

延长回购期限、调整资金来源三个方面。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11 月 12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 11月 28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2018年 11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皇马科技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6）、《皇马科技 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18-053）。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预案的审议程序

依据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对公司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根据市场

条件、 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 调整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的授

权，本次调整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调整回购股份预案的具体内容

序号 调整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

回购股份的用途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用于后续员

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

；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

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

或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

权益所必需等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情形

。

若公司未能

实施上述计划

，

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

具体用途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予以办理

。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

：

用于后

续股权激励计划

。 （

若公司未能实

施上述计划

，

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

依法予以注销

）

2

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3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来

源为自筹资金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皇马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修订版）》。

四、风险提示

本次调整回购股份的预案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债务履行能力及全体股东未产生任何

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公告相关进

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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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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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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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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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520,759.14 544,703,596.01 -6.46%

营业利润

30,016,236.26 -63,406,358.54 147.34%

利润总额

30,529,823.48 -61,366,653.17 14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30,829.30 -62,388,583.73 142.53%

基本每股收益

0.06 -0.13 1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4.00% 5.7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2,192,710,316.82 2,254,489,936.19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42,227,620.46 1,526,588,041.37 1.02%

股本

471,315,045.00 471,315,04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27 3.24 0.93%

注：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2018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降幅为 6.46%，主要为原控股子公司博云汽

车收入下降所致；公司 2018 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增幅分别为 147.34%、149.75%、142.53%，主要为出售控股子公司博云汽车

实现投资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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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0月 26日披露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中预计的 2018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廖寄乔、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朱锡峰、会计机构负责人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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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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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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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

简称“《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2018 年末存货、应收款项等资产进行了全

面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发现

部分应收款项、部分存货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

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转回 转销

其他

减少 合计

一

、

坏账准备

8,227.66 907.11 2.09 2,327.47 2,329.56 6,805.21

1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

7,450.18 646.00 2.09 2,163.64 2,165.73 5,930.45

2

、

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

777.48 261.11 163.83 163.83 874.76

二

、

存货跌价准备

5,888.26 2,201.79 43.33 426.62 1,126.84 1,596.79 6,493.26

合计

14,115.92 3,108.90 45.42 426.62 3,454.31 3,926.35 13,298.47

二、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说明

2018年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对以下单项资产（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计提的

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人民币 1,000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的要求，现具体说明如下：

1、存货跌价损失

公司本期增加存货跌价损失 2,201.79万元，具体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

40,522.76

资产可收回金额

34,029.50

跌价准备

6,493.26

其中本期计提金额

2,201.7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依据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

存货

》

第十五条的规定

：

资产负债表日

，

存货应当按

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

应当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

计入当期损益

。

本期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因

部分存货的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

，

公司考虑相应存货销售的可能性

，

加大了相

应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

2、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646.00万元，计提依据为：

（1）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法对常规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2）对部分账龄较长应收账款结合客户运营实际情况及本期回收情况等分析收回概率，

确定可收回金额，并就账面金额与可收回金额的差额个别计提坏账准备。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261.11万元，主要为根据公司会计政策，按照账龄法对常规

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三、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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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3,108.90 万元，计入 2018 年度会计报表。扣除企业所得税影响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

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592.44万元，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减少 2,592.44万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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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能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有助于

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的

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

靠，具有合理性。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2、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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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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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实到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怡女士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全体监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

序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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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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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 2月 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9年 2月 22日以通讯方式

发出，公司应参会董事 9名，实际参会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廖寄乔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了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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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

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使公

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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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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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月累计上涨 114.11%，近期于 2 月 19

日、2月 21日、2 月 22 日、2 月 25 日、2 月 26 日、2 月 27 日 6 个交易日涨停，公司现对有关事

项和风险说明如下，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主要收入为行情软件收入和数据服务收入，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产品结

构未发生明显变化。

二、公司扣非后净利润持续为负。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中，2015年至 2018年 1-3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分别为：-4.47亿元、-17.60亿元、3.83亿元、-0.39亿元; � 2015年至 2018 年 1-3 季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分别为：-6.94亿元、-16.07亿元、-1.08亿元、-0.03亿元。

三、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为负。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财务数据中，2015年至 2018年 1-3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3.28亿元、-10.71亿元、-4.02亿元、-0.62亿元。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

：

亿元

项目

2018

年

1-3

季度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总收入

4.17 6.38 11.31 6.54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0.39 3.83 -17.60 -4.4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0.03 -1.08 -16.07 -6.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62 -4.02 -10.71 -3.28

四、2018年业绩预减风险。

公司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19-01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8,200万元至 9,800万元，较上年同比减少 74.41%至 78.59%，主要来源于非经常性损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1,000万元至 0万元。

五、大额诉讼风险。

公司于 2016年 7月 2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 号），中国证监

会认定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法事实。截至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案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 51,771.62 万元，公司已根据涉诉事项的判决结果确认应赔偿金额

9,455.87 万元（其中已支付赔偿金额合计 2,693.86 万元），对尚在审理中的剩余诉讼计提预

计负债金额合计为 17,768.45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四、风险提示”

（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股票近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有关公司信息以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 2019-11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

其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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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况概述

1.�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增资入股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根据《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

公司和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对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增资， 并通过新

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实施新疆哈密 100MWH钛酸锂储能调频电站项目。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认缴 5000万元， 由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持股，增资实施完成后，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 2.4 亿元，其中四川兴能

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1.8 亿元,占 75%的股权，公司增资入股 6000 万元，占 25%的股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2.2018年公司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

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

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就原协议书的继续履行和项目发展建设事宜签署了 《投资

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对原协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主

要内容为： 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承诺并将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国网新疆电力公司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并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取

得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的批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3.目前，哈密市人民政府已就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的请示报告上呈新疆自

治区人民政府， 因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哈密市人民政府正在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等客观原

因，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有效批复下达时间可能推迟，鉴于此，为顺利推动

项目实施，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近日，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四川兴

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就上述补充协议一中相关条

款进行了修订。

4.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本事项已经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二、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已于 2018年 5月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乙方拟通过增资丙方的方式在

新疆共同投资建设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后甲乙丙三方于 2018 年 11 月签署了《〈投资合作协

议书〉之补充协议》，对原协议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2.经甲方和丙方积极协调，哈密市人民政府已就储能调频电站项目发电量全额消纳的请

示报告上呈了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 经哈密市发改委与自治区发改委沟通达成的支持该项

目发电量全额消纳及实施方案正在审批办理中， 目前新疆自治区发改委正在落实拟定对哈

密市发改委的批复文件， 待哈密市发改委收到新疆自治区发改委的批复后即可向丙方下达

相应的批复。因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哈密市人民政府正在进行内设机构改革等客观原因，

关于同意全额消纳项目风电场发电量的有效批复具体下达时间可能推迟到 2019 年 3 月底，

且将由哈密市发改委直接向丙方下达批复。

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各方根据补充协议一相关约定和目前最新情况，协商签署本补充

协议二，以资共同遵守。

一、各方同意将补充协议一第四条第（5）项中的截止时间由 2019 年 2 月 28 日暂调为

2019年 3月 31日，其他内容不变。其他在后履行期限相应顺延。

二、本补充协议一式四份，甲方、丙方各执一份，乙方执两份，经三方代表签字和公司盖

章，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三、备查文件

1.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决议

2.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

司三方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 2019-10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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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局会议通知，

于 2019年 2月 24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

的议案》。

为顺利推动项目实施，本着互解互谅的精神，公司同新疆融创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股

东四川兴能新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就原补充协议相关

条款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527� � � �证券简称：中国应急 公告编号：2019-010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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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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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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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3,280,225.40 2,507,178,850.17 5.83

营业利润

278,640,433.82 258,904,157.52 7.62

利润总额

278,181,565.65 259,011,815.73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788,847.20 210,250,060.08 6.4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255 0.4431 -26.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11.14% -0.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228,180,788.28 3,616,494,581.87 1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048,348,905.89 2,055,312,102.44 -0.34

股 本

874,503,000.00 485,835,000.00 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2.34 4.23 -44.68

注：

1.以上数据根据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

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损益）填列；

3.以上数据上年同期、报告期初与原 2017年年报披露数据有调整，主要是因公司收购了

同一控制下企业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司所持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司的 51%股

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一一企业合并》的规定，将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653,280,225.4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3%；营业利润为

278,640,433.8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62%；利润总额为 278,181,565.6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23,788,847.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44%。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2018 年，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和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各

项工作，通过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公司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结合所处行业发

展水平和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开拓国内、国外市场，国内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国外市场不断做

实做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内外市场良好发展态势促使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与净利润

持续增长。

2.财务状况

截止 2018 年年末，公司财务状况保持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4,228,180,788.28

元，较期初增长 1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048,348,905.89 元，较期初下

降 0.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34元，较期初下降 44.68%。

影响财务状况的主要因素为：公司以现金 216,214,900.00 元收购陕西柴油机重工有限公

司所持西安陕柴重工核应急装备有限公司的 51%股权， 减少了公司资本公积 122,441,512.21

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

3.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股本

本报告期末股本为 874,503,000.00元，较期初增长 80%，均为 2018年 5月进行 2017 年权

益分配时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8,866,800.00元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2.34元，较期初下降 44.68%，主要为本

报告期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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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

2.具体数据将在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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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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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 国 船 舶 重 工 集 团

应急预警与救援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300528� � � �证券简称：幸福蓝海 公告编号：2019-012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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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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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965,345.78 1,517,230,070.94 9.08

营业利润

-840,161,406.68 113,322,825.54 -841.39

利润总额

-611,400,913.65 117,639,361.74 -6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041,052.16 112,463,308.97 -573.97

基本每股收益

-1.43 0.30 -57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51% 5.96% -38.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369,344,654.42 3,359,175,606.50 -2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56,061,562.34 1,926,377,044.67 -29.61

股本

（

股

）

372,608,054.00 372,608,054.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64 5.17 -29.59

注：以上数据如非特别说明均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5,496.5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9.08%；营业利润为 -84,

016.1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841.39%；利润总额 -61,140.09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1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04.1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73.97%；基本每股收益 -1.

43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76.67%。

其中， 幸福蓝海集团 【不含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笛女传

媒” ）】经营性业务实现净利润 7,834.50万元。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电视剧业务

幸福蓝海本级电视剧业务保持稳步前行，实现销售的项目有《香蜜沉沉烬如霜》、《繁星

四月》、《中国式关系》、《猎毒人》、《爱情的边疆》、《我们的四十年》、《黄土高天》等；开机

项目有《江河水》、《裸养》、《我要和你在一起》、《伞兵魂》、《邓丽君》、《国宝奇旅》等。

公司在影视创作上的品质追求也得到了业内广泛认可。2018年，《海棠依旧》 获得第 31

届中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 、“最佳导演奖” ，第 29 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

奖” 、“最佳导演奖” ；《最后一张签证》、《雪域雄鹰》、《长征大会师》获得第 31 届中国电视

飞天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 ；《春天里》获得第 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 。

2、电影全产业链业务

（1）电影制作、发行业务

公司作为联合出品方的电影《无问西东》已于 2018 年 1 月 12 日上映，实现了票房和口

碑的双丰收，累计实现票房 7.54亿元；参与投资的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已于 2018 年春节档

上映，票房超过 7.2亿元；参投的刁亦男导演新作《南方车站的聚会》已经杀青，由胡歌、桂纶

镁、廖凡、万茜主演；参投的由田羽生监制 / 导演，彭昱畅、魏大勋、王大陆主演的电影《伟大

的愿望》已拍摄完成，正在后期制作中。

（2）院线发行、影城放映业务

2018 年，幸福蓝海院线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年新拓展加盟影城突破 50 家，截至 12 月 31

日院线旗下影城累计 309家，全年票房累计实现 19.4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15%，高于全

国票房增长速度，票房排名继续保持全国前十、江苏省第一。

2018 年公司继续推进自有影城终端布局，全年投资并开业影城 5 家，45 张银幕，分别位

于南京、济南、绍兴、成都等票房城市，截至 12月 31日，累计投资并开业影城 77 家，累计签约

127个项目，964张银幕，分布在全国 19个省、直辖市。在影城拓展的同时，公司继续打造高质

量的“幸福蓝海国际影城” 连锁影院品牌，在整个行业单影城票房产出下降的情况下，挖潜

增效，积极发掘新的业绩增长点。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36,934.47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9.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35,606.16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9.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6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29.59%。

（三）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

1、公司近期在督促笛女传媒清理追讨应收款项时，发现其应收款项有不实现象，鉴于公

司目前掌握的相关材料，当期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38,749.23万元。

2、公司因收购笛女传媒产生的 48,211.69万元商誉，鉴于笛女传媒经营现状和未来预期，

评估机构对其初步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得出笛女传媒商誉涉及的资产组现金流量现值为负

数，应全额计提减值。

3、鉴于笛女传媒管理层股东已书面确认无法完成《关于重庆笛女阿瑞斯影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预期，所以公司不需支付 3名管理层股东剩余 23,459.25

万元交易对价款，公司财务部门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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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中预测的 2018 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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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在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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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