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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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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363,015.78 1,405,074,077.46 -35.71%

营业利润 387,835,893.91 322,880,030.09 20.12%

利润总额 387,166,536.88 321,818,948.26 2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305,775.47 234,816,575.79 4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0 1.22 -34.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5% 9.26% 上升0.2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209,944,579.82 4,924,658,358.87 2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61,726,902.96 3,326,523,192.99 10.08%

股本 416,565,045.00 245,038,262.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79 13.58 -3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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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因置入的资产旺能环保为同一控制下企业，故2017年报表数据仍包

含置出的印染资产，2018年的报表数据只含有环保资产。

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5.71%，主要系重组完成之后，置出的印染资产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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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上升

20.12%、20.31%、41.52%， 主要系公司置入的环保资产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

长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34.43%、35.27%，股本较上年同期上升70%，主要系公司于2018年6月实施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26.10%、

10.08%，主要系本期公司主营环保业务扩大经营规模，持续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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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万元

到32,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3,230.58万元，差异原因主要系公司盈利能力大幅增长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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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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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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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1月23日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与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都支行签署了5000万元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JK190131655682，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期

限自2019年1月23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止。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BZ190128149292。

2019年1月31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借款人民币

壹亿伍仟万元整，授信协议编号为0008190002，本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自2019年1月

28日起至2020年1月27日止。 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

合同编号为：0008190002。

以上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4%,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授权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9年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463,050.00万元。 其中：公司为合并报

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含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以下同）担保不超过214,500.00万

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司担保不超过188,300.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之间担保不超过59,25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担保不超过1,000.00

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28,543.32万元。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担保13,314.32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担保90,900.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

子公司之间担保23,514.50万元，公司或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担保 814.5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1月28日；注册地点：江西省

赣州市于都县禾丰镇；法定代表人：周帆；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水泥制造、

销售；机电设备加工、制造、安装；石灰石开采(凭有效许可证开采经营)。 江西于都南

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2017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于都南方万

年青水泥有限公

司

749,789,646.72 409,496,397.08 340,293,249.64 612,922,117.21 141,096,993.97 119,833,942.15

2018年1-9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18年9月30日 2018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于都南方万

年青水泥有限公

司

727,941,598.02 316,276,975.22 411,664,622.80 551,749,722.60 214,347,056.26 182,060,230.45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190128149292）主要条款。

保证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

1、被保证担保的债权：本合同项下被保证担保的债权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

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额度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

2、保证额度有效期：（1）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19年1月23日起至2020年1月23日

止；（2）本合同项下保证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每笔债务到期

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到期日是否超过保

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保证人对被保证的债务都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 保证最高本金限额：(1)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金额 （大

写）壹亿元整;(2)在该最高本金限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

的金额，保证人对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项下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保证责任方式：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5、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高本

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6、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每笔债务的保证期间均为两年，自每笔主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计。

7、管辖、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

决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于本合同有关的纠纷或

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本合同签订地为赣

州市章贡区。（3）在诉讼或者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保

证人不得以解决争议为由拒不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

8、合同生效以及其他事项：（1）本合同自立约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2）在

本合同约定的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有限公司形

成债权债务关系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如果未在有关合同、

协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中明确不是由本合同作保证担保的，均视为由本合同作保证

担保。

二、《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0008190002)主要条款。

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鉴于贵行和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授信申请人” ）签订了

编号为0008190002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简称“《授信协议》” )。同意在授信协议约

定的授信期间（以下简称“授信期间” ）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 人民币叁亿

元整（含等值其他币种）的授信额度（以下简称“授信额度” ）。

经授信申请人要求，本保证人同意出具本担保书，自愿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

议》项下所欠贵行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保证担保的范围：本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贵行根据《授信协议》在

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叁亿元整 ），以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的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⑴贵行根据《授信协议》项下各具体合同发放的贷款本金余额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有关费用。⑵贵行和授信申请人原签有编号为0008180002

的授信协议项下具体业务中尚未清偿的余额部分。 ⑶贵行向授信申请人追讨债务而

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等）。 ⑷就

循环授信而言，如贵行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

金额，则本保证人对授信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仅就不超

过授信额度金额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部分及其利息、罚金、复息、违约金、相

关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本保证人明确：即使授信期间内某一时点贵行向授信申请

人提供的贷款或其他授信本金余额超过授信额度金额，但在贵行要求本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时各种授信本金余额之和并未超过授信额度，本保证人不得以前述约定为

由提出抗辩，而应对全部授信本金余额及其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2、保证方式：本保证人确认对第2条规定的保证范围内授信申请人的所有债务

承担经济上、法律上的连带责任。

3、保证责任期间：本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

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

垫款日另加三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

年止。

4、担保书的独立性:本担保书是独立、持续有效、不可撤销和无条件的，不受《授

信协议》及各具体合同效力的影响，不受授信申请人与任何单位/个人签订的任何协

议、文件的影响，也不因授信申请人欺诈、重组、停业、解散、清算、破产、合并（兼并）、

分立、改制、营业期限届满等任何变化而变化，不受贵行给予授信申请人任何时间上

的宽限和延期或贵行延缓行使依据有关协议追讨授信申请人所欠款项的权利而受

任何影响。

5、争议及纠纷解决方式:本担保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含港、澳、台法

律），因本担保书所产生的争议及纠纷，保证人同意采取《授信协议》所约定的纠纷

解决方式解决。

6、本担保书的生效:⑴本保证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本担保书于本保证人法定

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本保证人公章/合同专用章

之日起生效。 ⑵本保证人为自然人时，本担保书于本保证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

或总经理或财务总监签署有关文件、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借款和担保主

体、选择金融机构。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是基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第三方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32,423.32万元（其中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128,543.32万元,子公司江西天峰建材有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额为3,8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62%；不

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情况。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2、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60� � � � �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19-017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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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百大集团野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野鸭湖房地产” ）是我

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云南百

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百大地产” ）与本公司关联方华夏西部经济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西部” ）的共同投资企业。 其中，云百大地产持有其60%的

股权，华夏西部持有其40%的股权。 2019年2月18日，云百大地产与华夏西部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云百大地产拟以自有资金14,292万元收购华夏西部持有的野鸭湖房地

产4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2月18日召开的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2019-013号）等相关公告。

针对本次交易， 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20日和2019年2月2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

关注函〔2019〕第40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下发的《云南证监局

关于我爱我家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问询函》（云证监函

〔2019〕40号），均要求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前报送相关回复材料。

本公司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及云南证监局问询函高度重视，针对关注函和

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正积极组织公司内部各级各部门和相关各方及时进行逐项落

实、核查和组织回复材料。 鉴于关注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还需公司独立董事和本次交

易评估机构进行核实并发表明确意见，为了保证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云南证监局相

关回复文件内容的细致、具体、准确、完整，本公司分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云南证

监局提交了延期回复申请， 将延期至2019年3月5日前分别报送关注函和问询函的书

面回复材料，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其中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2月2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2019-016号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

告》）。

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拟于2019年3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谢勇先生及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本

次交易能否取得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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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6日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公司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

数量（股）

轮候冻结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有股份比例

彩虹集团 是 24,000,000

2019年2月25

日

36个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9.25%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9年2月25日，彩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59,504,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9%；累计被质押股数为259,314,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99.93%；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259,504,85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2,406,068,039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27.18%。

截至2019年2月25日，彩虹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陈永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53,911,6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5%；合计被质押股数为753,321,559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0.02%，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753,

911,638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4,919,286,

821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52.50%。

三、其他说明

1、经公司询问彩虹集团，彩虹集团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相

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文件，所涉法律纠纷尚无法确认，无法获悉本次股份新增轮候

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彩虹集团正积极沟通处理股份被冻结事宜，争取尽快

解除股份冻结。

2、截至目前，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

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若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冻结股份被司法处

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公

司将与彩虹集团、陈永弟先生保持沟通，督促其提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04� � �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19一008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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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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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1,203,702.67 2,773,166,625.53 14.71%

营业利润 190,540,956.35 190,407,763.69 0.07%

利润总额 193,448,023.84 193,127,647.37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3,505,016.62 111,776,866.95 28.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21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6% 8.61%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35,439,659.02 2,509,951,067.35 2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54,008,840.91 1,327,984,654.95 32.08%

股本 577,673,641.00 520,650,000.00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4 2.55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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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181,203,702.67元，同比增长14.71%；营业利润

190,540,956.35元，同比增长0.07%；利润总额193,448,023.84元，同比增长0.1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3,505,016.62元， 同比增长28.39%； 基本每股收益

0.25元，同比增长17.65%。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人民币贬值对经营

业绩提升带来积极影响，汇兑净收益增加，但因上年度杉青闸区域拆迁等非经常

性的资产处置业务产生较大收益，故报表利润总额与上年基本持平；又因上年度

苗木城计提减值准备因素及计提所得税费用的利润基数较高影响，在利润总额基

本持平的情况下，本年度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较多，因此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增长28.39%；本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额增长幅度较大。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035,439,659.02元，较年初增长20.9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754,008,840.91元，较年初增长32.08%；本报告期末股本

为577,673,641元，较年初增长10.95�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3.04元，较年初增长19.04%。 公司资产状况及股本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于报

告期内非公开发行57,023,641股新股，募集资金净额396,002,955.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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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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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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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84� � �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1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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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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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690,935.76 1,666,811,782.97 17.63%

营业利润 300,423,087.47 238,130,861.23 26.16%

利润总额 288,773,133.22 236,569,987.49 2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8,999,423.86 190,028,633.11 31.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55 0.2331 31.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9 6.26 1.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44,808,464.28 3,847,939,889.25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41,615,759.22 3,115,899,537.23 4.03%

股本 815,155,441.00 815,155,44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98 3.82 4.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行业景气度较高、下游应用需求较好，加之有效的成本控制，致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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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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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78� � �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2019-008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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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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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8,892.26 57,457.54 19.90%

营业利润 2,007.00 3,483.27 -42.38%

利润总额 1,988.93 3,472.25 -4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9.79 3,067.04 -3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34 -3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9% 5.02% -2.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7,347.92 73,417.88 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128.28 61,872.25 2.03%

股 本 8,910.95 8,910.95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08 6.94 2.0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不断拓展产品市场，积极开发优质新客

户的同时，扩大老客户的市场占有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8，892.26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9.9%；

2、公司收入有所增长，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指标较上年同期下降

38.7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本年四季度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下跌致公司与原油、成品油价格紧密相关

的变压器油价格下跌，影响了利润的实现；

（2）、由于年末基础油价格持续下跌，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销售增长应收

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利润的实现；

（3）、由于业务的扩大，期间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加影响了利润的实现。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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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分别增长5.35%、2.03%、2.02%,与上年基本持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9年1月28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03）， 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45%至-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

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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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9� � � �证券简称：利达光电 公告编号：2019-017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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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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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4,838,397.04 1,663,126,410.44 55.42

营业利润 180,360,864.16 46,510,902.19 287.78

利润总额 178,841,044.15 45,886,056.36 28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721,056.90 48,025,102.79 238.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8 0.20 2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9% 7.28% 156.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21,368,541.90 2,206,896,930.95 2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24,280,083.87 815,668,062.81 13.32

股本 237,762,488.00 199,240,000.00 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9 3.43 13.41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018年度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发生了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发生了变化，故将上年同期数按可比口径同步进行了调整。 在计算上年同

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

时，也对股本进行了追溯调整，视同最早期初已发行股份购买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

公司100%的股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82,136.85万元，比年初增加27.84%，主要是公司经营规

模扩大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2,428.01万元,比年初增加13.32%。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483.84万元，同比增长55.42%，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光学主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民品收入稳步增长，军

品订单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利润18,036.09万元，同比增长287.78%，实现利

润总额17,884.10万元， 同比增长289.7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

272.11万元，同比增长238.83%，基本每股收益0.68元，同比增长240.00%。 收益类指标

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产品毛利增加；二

是受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收益同比增加，财务费用同比减少；三是受

本年度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对原控股子公司镀邦光电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

本法核算变为权益法核算的影响，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2018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5,500万元一17,500万元， 同比变动幅度

为增长222.75%至264.39%。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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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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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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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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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822,015.94 2,624,372,910.75 3.56

营业利润 404,073,064.35 490,323,908.20 -17.59

利润总额 398,488,847.32 487,791,687.05 -1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413,291.04 364,559,003.88 -15.13

基本每股收益 0.41 0.49 -1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6 15.99 -2.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65,814,358.59 3,032,849,246.77 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66,134,755.58 2,398,853,142.42 -1.36

股本（股） 758,020,428 583,092,637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12 4.11 -24.09

注：1、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的相

关规定，本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744,667,316� [（583,092,637-11,739,

000）*1.3+7,630,350*3/12]股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737,

477,178� [（448,532,798-12,900,000）*1.3*1.3+5,031,000*3/12]股计算。

2、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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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17,822,015.9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56%；实现营

业利润404,073,064.3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59%；实现利润总额398,488,847.32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18.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413,291.04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15.13%。 主要系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处于第二代向第三代技术升级

过程中，加上军改以及行业周期性等因素影响，使得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捷时代

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捷时代” ）2018年度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降。 同

时根据相关制度法规要求，公司还应对收购中捷时代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65,814,358.59元，较期初增长4.38%；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66,134,755.58元，较期初下降1.36%；股本较期初增

长30%，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向全体股东实施了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 的

2017年度资金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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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9日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关于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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