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53�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编号：2019-010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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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0,320.09 147,266.07 36.03%

营业利润 5,114.89 737.52 593.53%

利润总额 5,089.38 817.09 52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35.52 1,566.59 9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 1.52% 1.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74,305.64 219,561.32 2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0,654.25 87,695.67 3.37%

股 本（万股） 57130 5713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59 1.54 3.25%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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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36.03%。主要原因：并购新业务致合并范围增加，金

融科技及相关业务收入增长；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93.53%。主要原因：金融科技业务及投资收益增长；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22.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增长93.77%。 主要原因：并购新业务带来收益增长及投资收益增加；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66.67%。主要原因：新业务带来收益增长及投资

收益增加；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3.25%。主要原因： 本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非同一控制下

倍升互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华软金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华软金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及新业务盈利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的业绩与2018年10月26日公告的《华软科技第三季度报告》中预告的

2018年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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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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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1� � �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2019-3

江苏九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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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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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72,226,997.03 994,216,079.28 7.85

营业利润 22,935,406.18 -8,544,996.85 368.41

利润总额 20,975,400.57 -740,798.48 293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46,483.94 -3,185,031.91 663.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40 -0.0096 6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 -0.36 2.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32,335,933.86 2,740,929,575.85 -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8,064,907.60 880,118,423.66 2.04

股本 332,467,470.00 332,467,4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0 2.65 1.89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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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107,222.70万元、2,293.54万元、2,097.54万元、1,794.65万元， 同比增长7.85%、368.41%、

2931.46%、663.46%；基本每股收益0.054元，比上年增长662.50%。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全资子公司山东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管理效率提高，效益逐步释放，

整体效益得到改善。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33,233.59万元，较年初下降14.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89,806.49万元，较年初数增长2.04%；公司股本33,246.74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70元，比年初数增长1.8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500万元至1,9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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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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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9-00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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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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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330,989.41 275,112.23 20.31

营业利润 52,369.51 21,374.41 145.01

利润总额 54,011.72 23,164.43 13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05.02 18,223.61 153.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22 15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1% 7.15% 9.06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663,191.11 586,382.27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2,836.20 267,406.42 13.25

股本 82,009.38 82,237.64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69 3.25 13.54

注：1、表内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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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0,989.41万元，同比增长20.31%；营业利润52,369.51万元，

同比增长145.01%；利润总额54,011.72万元，同比增长133.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05.02万元，同比增长153.54%；基本每股收益0.57元，同比增长159.09%。业绩增长的主要原

因如下：

（一）公司营业收入稳健增长，产品综合毛利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二）报告期公司减持持有的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并将剩余股权投资转

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相关投资收益增加。

（三）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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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度预计

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莺妹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丽洁女士、会计机构负责

人倪晓燕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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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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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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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6,027,403.11 1,439,039,317.44 6.74%

营业利润 126,211,618.05 119,342,461.26 5.76%

利润总额 125,935,343.84 118,864,416.67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337,367.73 94,708,211.05 13.33%

基本每股收益 0.2918 0.2552 1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8% 6.02% 0.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89,722,080.27 2,312,715,170.72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20,908,328.95 1,610,781,203.06 0.63%

股 本 373,003,481.00 373,003,48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5 4.32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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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36亿元，比去年同期上升6.74%；营业利润12,621.16万

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76%；利润总额12,593.53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5.9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733.74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3.33%。以上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2018年公司金属成形机床业务稳步发展，保持细分龙头地位；激光加工装备业务持续增

长，成为公司业绩成长的重要支撑；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结构不断完善，应用领域延伸拓

展，公司整体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1,364.98万元～14,206.23万元，同比增长20%～50%” 。本次业

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733.74万元，同比上升13.33%，与前次业绩

预计略有差异，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江苏亚威创科源激光装备有限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1,456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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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2019-002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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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828,742,723.09 3,397,487,073.94 12.69%

营业利润 81,413,620.90 158,505,458.71 -48.64%

利润总额 95,375,596.60 202,127,910.53 -5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210,805.23 174,232,120.60 -5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64 -7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7.92% 减少4.4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97,326,306.56 3,837,211,339.69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36,706,858.49 2,256,367,285.65 3.56%

股本 406,274,967 270,849,978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75 8.33 -30.97%

注：公司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82,874.27万元，实现营业利润8,141.36万元，实现净利润7,

921.08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2.69%，下降48.64%，下降54.54%。

报告期内，2018年度下半年汽车行业整体产销量出现下滑趋势，但公司主营产品销售收入

持续保持增长。报告期内，由于上游原材料石化产品全年平均价格处于高位，致使公司主要产

品成本增加，对公司利润情况造成影响。

2018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总额389,732.63万元，较期初增加1.5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3,670.69万元，较期初增加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5.75元，较期初下降30.97%,主要系2017年度公司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在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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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编号：2019-016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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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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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861,141.41 1,850,640,889.79 -19.93%

营业利润 -910,565,131.89 76,654,112.66 -1287.89%

利润总额 -903,994,334.11 56,278,847.89 -170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3,413,715.53 35,446,784.19 -253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54 0.10 -26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0% 1.39% -42.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25,500,712.13 4,032,403,531.87 -1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668,641,537.17 2,533,185,235.40 -34.13%

股本 340,086,278.00 340,086,2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91 7.45 -34.1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19.93%，主要原因为：（1）公司本部受环保整改

停产影响，产销量下降；（2）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所处医药行业整体营商

环境、医药政策和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较大；各地价格联动、二次议价、国家药品谈判、进口抗

癌药零关税的落地以及各地的医保招标政策的出台等，导致主要产品中标价格下降和销量减

少。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1）公司计提商

誉、固定资产、其他应收款等资产减值损失；（2）公司本部因环保停产整改，产生停产损失，环

保治理费用投入增加，经营业绩亏损；（3）方舟制药受医药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利因素

影响，经营业绩下滑。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及净资产较去年同期下降12.57%及34.13%，主要原因为公司本期

业绩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号：2019-008）：预计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60,000万元到9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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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0� � �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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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421,277,433.31 6,056,983,531.58 6.01

营业利润 1,628,207,368.41 1,139,202,706.61 42.93

利润总额 1,617,732,366.88 1,141,839,390.47 4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6,638,343.42 934,850,930.38 4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6 0.81 43.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8% 14.07% 3.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844,151,274.32 8,979,024,365.66 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005,404,502.50 7,004,483,936.54 14.29

股本 1,150,500,000.00 767,00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96 9.13 -23.7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公司于2018年6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后，公司股本由767,000,000股增加到1,150,500,000股，本报告期每股收益按照最新股本计算，

上年同期每股收益也按照最新股本进行了调整；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未按照最新股本进行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国家环保政策继续收紧，部分染料和中间体生产企业因环保、安全问题停产限

产，染料供给收缩，虽然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量同比有所下滑，但销售均价同比上升，致

使公司营业收入同比略增，净利润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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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在[26.22%至47.62%]之间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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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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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715� � � �证券简称：凯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0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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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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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307,792.59 394,228,044.92 57.09%

营业利润 76,168,298.26 52,466,613.35 45.17%

利润总额 74,952,624.84 52,481,354.42 4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301,126.55 44,570,202.67 4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78 -35.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7% 22.24% -6.2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09,866,760.86 665,637,750.68 3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3,350,565.67 381,827,842.82 13.49%

股 本 131,553,000.00 72,000,000.00 8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9 5.30 -37.92%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2、报告期内，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及2018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限制性股票1,953,000股，股本由期初72,000,000股增加至131,553,000股；

3、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61,930.7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7.09%；营业利润为7,

616.8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5.17%；利润总额为7,495.2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8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30.1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6.5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大

市场开拓与营销投入力度，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加强产品研发，产品优化及生产工艺改进；

加强公司内部管理，提升经营效率等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为0.50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9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5.97%，较去

年同期下降6.27%，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授予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导致公司股本增加，以及授权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净资产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90,986.68万元，较期初

增长3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3,335.06万元，较期初增长13.49%，主要系

公司业务增长和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3,155.30万股，较期初增长82.71%；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为3.29元，较期初下降37.9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授予股权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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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

（公告编号：2019-007）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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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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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凯伦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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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02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

次（通讯）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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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

资产负债表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认为公司坏账准备、存货、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长期应收账款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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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28,879,876.94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金额 转销金额 计提金额 期末金额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比例（%）

坏账准备 22,542,590.15 4,020,059.40 -3,633,012.61 14,889,518.14 -26.39%

存货跌价准备 8,620,237.16 3,551,823.11 6,597,506.48 11,665,920.53 47.92%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262,341.17 5,908,165.13 11,594,372.73 20,948,548.77 84.22%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447,698.11 0.00 10,280,811.58 11,728,509.69 74.68%

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 8,156,002.76 1,210,633.55 4,040,198.76 10,985,567.97 29.35%

合计 56,028,869.35 14,690,681.19 28,879,876.94 70,218,065.10 209.78%

3、公司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以及第六届监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作出了

合理性的说明。

二、 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2018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均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

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如下：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221,473,089.37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00,524,540.6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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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

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按恰当折现率对

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公司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元） 11,594,372.73

计提原因

ATM合作运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 在资产负债日公司对该

部分ATM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按照ATM固定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2、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元） 74,736,558.79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3,008,049.1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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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使用寿命和折现率等因素，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

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按恰当折现率对

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公司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

本期计提数额（元） 10,280,811.58

计提原因

部分软件产品已更新换代或使用效率较低，在资产负债日公

司对该部分软件产品进行减值测试，按照软件产品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28,879,876.94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

司2018年度净利润28,879,876.94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28,879,876.94元。但

并不影响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在指定披露媒体披露的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中作出的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范围。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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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

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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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监事会认为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

2、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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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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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于

2019年02月27日上午10:30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9

年02月18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公司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

事5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

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

资产负债表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认为公司坏账准备、存货、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长期应收账款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公司2018年度拟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为28,879,876.94元。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尚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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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出具了合理性说明，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通讯）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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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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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02月

27日上午10:00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

于2019年02月18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梁晓芹

女士主持，公司监事3人，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龚穗娟女士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制度的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公司截

止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我们认为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

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与会监事签字盖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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