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012� � � �证券简称：华测检测 公告编号：2019-005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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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130,815.23 2,118,230,537.60 26.43%

营业利润 310,820,107.56 174,030,516.74 78.60%

利润总额 322,329,184.82 188,672,269.51 7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109,721.15 133,898,301.98 98.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05 0.0800 10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4% 5.47% 4.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058,321,253.91 3,516,393,508.39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13,709,621.24 2,489,535,755.13 9.00%

股 本 1,657,530,714.00 1,657,530,71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64 1.50 9.33%

注：上述数据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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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67,813.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43%；营业利

润31,082.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8.60%；利润总额32,232.9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70.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610.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74%，主要原

因包括：

1、报告期内，公司贯彻落实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业务发展，公司总体经营业绩

保持稳步提升。 受益于国家宏观政策推动及检测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公司环境检测、

食品检测、汽车检测、计量校准业务的增长速度超过30%，CRO业务在报告期内呈现良

好的发展态势，营业收入较同期大幅增长。

2、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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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

公司推行精细化管理，运营效率显著提升，规模效应逐步显现，现金流状况得到改善，

财务状况更加稳健，为公司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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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预计

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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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

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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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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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32� � �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2019-007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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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646,075.48 806,798,289.37 49.81%

营业利润 286,505,889.75 152,524,083.55 87.84%

利润总额 285,902,194.59 149,694,931.21 9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9,826,993.17 123,752,926.37 93.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21 80.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4% 7.98% 4.4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32,547,724.50 2,262,428,369.04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33,587,527.22 1,826,934,660.67 11.31%

股本 626,420,744.00 626,420,74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5 2.92 11.30%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08,646,075.4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9.81%；营业利润286,505,889.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84%；利润总额285,902,

194.59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0.99%；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9,826,993.1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3.80%。 报告期内，公司车牌膜、车牌半成品等市场份额增

长提升产品附加值使得公司主营玻璃微珠型反光材料业绩得到较快增长；同时

公司微棱镜型反光膜等高毛利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提升了公司整体毛利水

平。 综上使得公司报告期内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为 2,332,547,724.50元，较年初增长3.10%；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033,587,527.22元，较年初增长11.31%；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5元，较年初增长11.30%。 以上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8年10月20日披露的《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 对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预计较上年同

期增长90%至14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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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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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9-004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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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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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780,336.92 635,085,675.75 65.14%

营业利润 -5,996,246.48 42,293,459.01 -114.18%

利润总额 -3,109,696.98 43,265,166.20 -10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915,955.47 68,003,274.80 -4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8 -50.00%

净资产收益率 2.00% 3.95%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10,042,941.02 2,934,323,776.85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85,954,899.82 1,812,122,883.20 -1.44%

总股本 905,779,387 905,779,38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97 2.00 -1.5%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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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

2、报告期公司合并报表共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04,878.0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长了65.14%；实现营业利润-599.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14.18%；实现

利润总额-310.9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07.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59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7.18%。 其主要原因为：（1）公司合并

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为2017

年四季度实现部分投产，因此2018年度较同比该子公司营业收入有较大规模的

增长，且其收入规模体量在合并报表中的占比较大，带来公司合并报表主营业

务收入的大幅增长。（2）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立合成材料所建设的项目为部分投

产，目前生产销售的为普通型基础性产品，毛利率水平较低，产品系列有待进一

步丰富升级；且随着其项目的逐步完工，所建成的办公楼厂房等建筑物及生产

线设备已于2017年度起陆续转入固定资产，2018年度折旧摊销费用同比增加以

及新产品研发投入等因素共同带来公司合并报表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大幅度的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了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减少了1.44%，总股本未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刊载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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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为-50%至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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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9-00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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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15,246,594,293.68 14,806,613,721.37 2.97%

营业利润（元） 1,196,414,228.44 1,443,181,429.92 -17.10%

利润总额 1,196,315,980.36 1,432,825,817.09 -1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01,316,630.51 798,254,632.58 -1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2 1.51 -2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7% 14.54% -5.7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16,129,446,547.15 16,204,525,092.11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8,088,336,086.45 7,817,962,827.50 3.46%

股本（股） 626,227,314.00 626,227,31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12.92 12.48 3.5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24,659.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7%；实现营业利润

119,641.4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7.10%；实现利润总额119,631.6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6.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0,131.6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2.14%。 主要盈

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8年受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国内汽车行业的景气度逐季下降，截止目前，下降趋

势没有得到转变，这对宁波华翔18、19年的经营活动造成了较大挑战。

2、2018年海外业务继续亏损中，虽然德国华翔亏损减少，美国TRIM下半年开始扭亏，

但与预算相比，扭亏工作进展缓慢，2019年宁波华翔海外业务的工作重点仍将是努力减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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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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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9-01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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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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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调整后）

增减变动幅度

（%）

增减变动幅度（调

整后，%）

营业总收入 833,037,375.21 812,610,818.20 805,559,094.13 2.51% 3.41%

营业利润 32,220,200.97 43,896,296.80 22,191,708.39 -26.60% 45.19%

利润总额 34,488,026.47 81,880,506.45 60,250,556.56 -57.88% -4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5,214,377.27 64,962,148.77 53,684,754.56 -45.79% -3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

30,787,048.54 27,654,799.96 16,348,856.52 11.33% 88.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14 0.12 -50.00%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7.18% 5.98% -4.33% -3.1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2017年期末 2017年期末(调整后)

增减变动幅度

（％）

增减变动幅度（调

整后，％）

总资产 2,257,372,378.50 1,786,950,161.84 2,130,139,002.83 26.33%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148,589,149.27 1,232,542,806.30 1,218,750,255.44 -6.81% -5.76%

股本 503,766,600.00 503,766,600.00 503,766,600.00 0.00% 0.00%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28 2.45 2.42 -6.94%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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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303.74万元，比上年同期略有增长；实现利润总额

为3,448.8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2.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21.44万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为3,

078.70万元，较上期同期增长88.31%。 公司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包括：

1、上年同期，公司收到投资单位业绩补偿款；

2、本报告期，公司围绕着优质客户稳步发展产业配套服务，公司整体利润率水平

提高。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25,737.24万元，较上年末增长5.97%，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

司并购资产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4,858.91万元，较上年末下

降5.7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冲减资本公积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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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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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13� �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9-016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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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564,149.05 767,180,576.40 28.86%

营业利润 167,288,245.95 155,957,892.17 7.27%

利润总额 179,456,510.13 159,504,134.24 1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524,830.00 122,562,582.97 12.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3.47% 0.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11,068,156.16 4,096,382,800.84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58,093,346.90 3,611,240,619.59 9.60%

股本 1,139,746,650.00 1,102,643,134.00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47 3.28 5.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8,856.41万元，同比增长28.86%；营业利润16,728.82万

元，同比增长7.27%；利润总额17,945.65万元，同比增长12.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3,752.48万元，同比增长12.21%。 公司总资产461,106.82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2.56%；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95,809.33万元，比上年末增长9.6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

标较上年均有所增长，经营业绩呈稳步上升态势，主要原因为公司主营业务稳步发展，上年

度苏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纳入合并范围,而本年度包含全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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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8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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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简称：*ST油服 证券代码:600871� � � �编号:临2019－004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A股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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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暂停上市的原因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16�年度、2017�年度连续

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2017年年末净资产为负，本公司A股股票

已于2018年3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

负值，或经审计的2018年年末净资产继续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A股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停上市。

二、股票停牌及暂停上市安排

若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或经审计的2018年年末净资产继续

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A股股票将于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停牌，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起始日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本公司A股股票上市的决定。

三、历次暂停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本公司于2019年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临2019-003）。

四、其他提示说明

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本公司预计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

扭亏为盈，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52亿元左右。 本公司已于

2019年1月26日发布了《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公司关于2018年度业绩预盈的

公告》（临2019-001）。

若本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后，可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本公司A股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

目前，年报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本公司经审计后的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

数据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19年

3月26日。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本公司所发

布的公告，理性分析，谨慎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75� � �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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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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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9,140,867,022.42 9,068,796,959.61 0.79%

营业利润 477,897,278.02 416,224,972.68 14.82%

利润总额 477,219,530.48 414,703,367.21 1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9,481,043.69 360,320,456.64 2.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27 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4.91% -0.09%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20,739,937,784.89 19,958,924,072.05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881,475,019.09 7,501,743,057.28 5.06%

股本 1,339,996,498.00 1,339,996,49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88 5.60 5.00%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

上市公司的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营业利润同比预计上升14.82%，利润总额同比预计上升15.0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预计上升2.54%。 上述指标同比变化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致力品质服务

提升，优化业务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订单持续稳定增长，绩效提升。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无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报告期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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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

*

ST尤夫 公告编号：2019-026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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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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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6,165,562.60 5,111,627,446.90 -24.56%

营业利润 -1,146,600,612.27 495,316,901.74 -331.49%

利润总额 -1,147,917,050.68 506,983,994.27 -326.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9,897,812.08 327,524,468.10 -41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2.61 0.82 -41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97% 14.21% -95.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237,097,276.00 7,877,559,180.80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9,170,474.94 1,804,257,364.81 -57.92%

股本 398,154,658.00 398,154,65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91 4.53 -57.8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8年度，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涤纶工业丝

销量稳步增长，但锂电池的销量减少，导致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下降24.56%。

（1） 涤纶工业丝相关产品产销两旺， 共实现销售收入约36.07亿元， 同比增长

3.4%，实现了历史最好水平，实现营业利润约1.33亿元，同比下降62.43%，主要在于财

务费用、销售费用的增加及投资收益的大幅下降。

（2）2018年度，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新能源” ）全年共实

现营业收入约2.5亿元， 同比下降84.6%， 实现营业利润约为-8.76亿元， 同比下降

379.69%，主要是由于国家新能源政策的调整、企业上下游信用收缩、开工率低迷及

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所致。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情况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417.50%（绝对值减少了1,367,

422,280.18元），主要是由于智航新能源的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及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披露的经营业绩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

在与外部审计机构及相关方沟通的基础上，经过审慎考虑和决策，因公司已将北京

银行和大宗贸易预付款的或有债权转让给了上海垚阔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建议对这两部分或有债权（合计约8.5亿元）进行正常计提而非专项计提，对智航新

能源的商誉、应收账款进行专项计提，因此最终计提金额约9亿元。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敬请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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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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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尤夫 公告编号：2019-025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2月12日

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审议事项。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27

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2月26日15:00至2019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和孚工业园区公司一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翁中华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额115,261,85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8.9490�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115,081,752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28.903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0,1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452％。

4、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0,100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0.0452％。

5、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61,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8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2、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浙江尤夫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提

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61,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8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61,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8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261,85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180,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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