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82� � � �证券简称：万邦德 公告编号：2019-009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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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8,486,953.11 14,635,458,223.54 -2.03%

营业利润 148,241,577.18 116,910,606.07 26.80%

利润总额 144,839,879.86 118,299,107.76 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28,434.95 98,213,448.42 -1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41 -1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7.03%

减少1.22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总 资 产 2,855,366,201.61 2,100,060,057.08 3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92,626,787.52 1,421,513,232.82 5.00%

股 本(股) 238,000,000 238,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6.27 5.97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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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4,824.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6.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502.8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42%，主要系上期公司确认了持有待售资产的

资产处置收益3,058.86万元，该项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85,536.6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97%，主要系利用银行授信进

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以及收购浙江康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导致资产总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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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变动幅度为-20%至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857.07万元至11,

785.61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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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邦德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85� � �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2019-003

江苏双星彩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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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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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857,565,344.01 3,022,955,177.10 27.61%

营业利润 363,383,270.31 47,648,197.08 662.64%

利润总额 366,032,854.31 95,411,471.07 28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1,348,433.81 74,651,154.25 33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79 0.0678 309.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6% 1.09% 3.17%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9,304,052,177.38 9,050,240,080.19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01,212,493.24 7,391,426,840.28 4.19%

股本 1,156,278,085.00 1,156,278,08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66 6.39 4.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5,756.53万元，较上年增长27.6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2,134.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0.47%，主要原因为系公司新产品销售增加，

产销量增长，产品销售价格增长实现利润增长。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30,405.22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2.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770,121.25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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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报告中预

计2018年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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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133� � � �证券简称：华策影视 公告编号：2019-012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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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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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5,085,068.65 5,245,589,747.45 12.00%

营业利润 358,571,862.61 702,295,791.39 -48.94%

利润总额 362,458,768.74 703,937,035.97 -4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2,914,491.19 634,432,746.59 -6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 0.36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9.55% 下降6.4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831,637,295.38 12,538,906,893.37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894,985,536.35 6,901,297,009.25 -0.09%

股本 1,773,208,621.00 1,769,704,221.00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89 3.90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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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2018年度，公司充分发挥创作能力优势、规模化的管理和赋能体系平台优势，增强自身

内容制作、发行能力，推动主营业务稳步发展。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587,508.51万元，比去年

同期增长12.00%；营业利润为35,857.19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8.94%；利润总额为36,245.88万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8.5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291.45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66.44%；基本每股收益为0.12元，比去年同期下降66.67%。主要原因为：受行业整体环境影响，

公司2018年度对项目投入进度作适当调整，收入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为更好的引进优秀人才，

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公司加大了相关费用投入。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余额为1,283,163.73万元，比期初增长2.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689,498.55万元，比期初下降0.09%，主要原因为：受资本市场波动影响，公司持有

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发生较大波动， 从而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报告期末每股净资产3.89元，比期初下降0.2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权

激励，总股本略有增长，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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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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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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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4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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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9,349,442.53 4,063,850,376.07 3.58

营业利润 -417,952,702.34 176,137,053.15 -337.29

利润总额 -417,782,768.33 175,495,339.57 -33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1,679,192.04 170,629,521.38 -352.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6 0.236 -352.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9% 5.24% -18.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411,556,191.80 6,525,854,262.10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899,182,191.04 3,283,035,249.65 -11.69

股 本 756,596,471.00 724,269,941.00 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8319 4.5328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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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2.0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4.32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2.99%。主要原因：

一是全资子公司上海朗脉洁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业绩不及预期， 公司实施了商誉

的减值测试，根据初步的测算情况，预计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约为4.45亿元（具体减值金额

需依据评估机构后续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报告确定)。

二是铝加工业务受市场竞争加剧影响，产品价格出现调整，加工费下降，毛利率下滑。

2、财务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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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亿元，较年初减少

1.78%，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8.99亿元，较年初减少11.6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831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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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6）中预计的业绩区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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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9-00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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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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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8,412,279.10 1,095,925,832.06 2.96%

营业利润 184,246,338.70 152,761,291.13 20.61%

利润总额 189,148,284.76 146,831,537.42 2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294,131.93 86,536,622.94 28.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62 0.0437 2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2% 2.91% 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461,841,516.05 7,747,365,274.45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32,755,348.20 3,079,326,229.97 4.98%

股本 1,978,719,849.00 1,978,719,84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63 1.56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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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41.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实现利润总额

18,914.8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29.41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8.61%。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原因有：1.公司全资子

公司杭州浙富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资产出售确认资产处置收益；2.2017年度公司转让浙江格

睿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及与其原股东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结算确认， 并于

当期确认股权转让收益和业绩承诺补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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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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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9-006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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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8,352,866.81 3,862,947,737.01 24.47%

营业利润 226,655,774.00 191,778,973.92 18.19%

利润总额 240,337,812.31 192,143,926.36 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1,972,335.00 162,651,550.26 18.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31 19.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1% 7.90% 0.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763,126,517.66 3,255,595,007.71 1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268,451,784.57 2,128,533,001.57 6.57%

股本 520,535,520.00 520,535,52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36 4.09 6.6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聚焦管道主营业务，积极开拓市场，加大营销力度，实现营业收入480,

835.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47%；内部狠抓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本增效，实现利润

总额24,033.7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97.2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8.03%。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期末资产总额376,312.65万元，比期初增长15.5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6,845.18万元，比期初增长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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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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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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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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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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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 2�月 27�日，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出具的《关于变更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中信建投作为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

荐机构，原委派赵小敏先生、孙琦先生为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因个人工作调动原因，孙琦

先生无法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为保证相关工作的有序进行，中信建投现委派保荐代

表人吴继平先生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吴继平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之后， 负责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

代表人为赵小敏先生、吴继平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附件：保荐代表人吴继平先生简历

吴继平先生：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硕士，现任中信建投投资银行部副总裁，曾主持或参

与的项目有：春光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迪普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在会项目），

华西股份非公开发行、杉杉股份非公开发行、黑牛食品非公开发行，上海钢联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玉龙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华西股份公司债、浙商银行二级资本债、大名城公司债等项

目。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浙江迪贝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在会项目）。吴继平先生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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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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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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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6,034,561.29 866,109,400.94 13.85

营业利润 87,615,799.38 31,932,563.53 174.38

利润总额 88,052,569.79 60,050,186.56 4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946,601.17 63,774,347.23 2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65 0.1132 20.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2.74% 0.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51,097,148.49 2,673,206,648.38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12,801,778.98 2,343,197,966.80 -5.56

股本 563,564,960.00 563,564,96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93 4.16 -5.53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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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603.46万元，同比上升13.85%；本年利

润总额8,805.26万元，同比上升46.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694.66万元，同比上升

20.65%；基本每股收益为0.14元，同比上升20.58%。主要原因系公司核心产品订单不断增加，

主营业务稳健增长，新业务持续向好。

2、财务状况说明：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总资产为255,109.71万元，较期初下降

4.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21,280.18万元，较期初下降5.5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93元， 较期初下降5.53%。 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回购股份15,

000万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对2018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0%至4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652.92万元至8,928.4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的经营业绩与前次

披露的业绩预计相符合。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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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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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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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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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

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资

产价值，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减值测试，拟对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报告期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应收款项、 存货、

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经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合

计32,762,015.78元，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人民

币元）

占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

坏账损失 32,458,361.28 38.29%

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311,564.23 0.37%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8,697,290.20 33.85%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449,506.85 4.07%

存货跌价损失 -2,511,047.65 -2.9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1,000,000.00 1.18%

商誉减值损失 1,814,702.15 2.14%

合计： 32,762,015.78 38.65%

3、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

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减少32,762,015.78元，并减少公司报告期期

末的相应资产净值，对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性现金流没有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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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说明

1、应收款项坏账损失计提

公司对于应收账款坏账损失的测试及计提方法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金额1,000.00万元以上(含)且占应收款项账面余额10%以

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关联往来组合 其他方法

组合名称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建造合同收入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账 龄

6个月以内(含6个月，以下同) 1.00% 1.00%

6个月-1年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4年 50.00% 50.00%

4年以上 100.00% 100.00%

2)非建造合同收入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账 龄

6个月以内(含6个月，以下同) 1.00% 1.00%

6个月-1年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30.00% 30.00%

3-4年 100.00% 100.00%

4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应收款项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以账龄、合并范围内关联往来为信用风险特征

的应收款项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在显著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

准备。

按会计政策当期提取应收款项坏账损失32,458,361.28元, 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311,

564.23元，应收账款坏账损失28,697,290.20元，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3,449,506.85元。

2、存货跌价损失计提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

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损失。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

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

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

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资产负

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损失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2018年末，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

跌价损失。2018年公司冲减存货跌价损失2,511,047.65元。

3、其他资产计提

公司本期增加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1,000,000.00元、商誉减值损失1,814,702.15元。

计提依据为：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合理估计，对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的差额，计提了减值准备。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18

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损失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会计政策等相关制度的规定，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

会计信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

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损失。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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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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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黄斌先生主持。参加会议的董事

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9票赞成，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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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经全面清查及

减值测试后，同意公司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损失合计32,762,015.78元，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人民

币元）

占2017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的比例

坏账损失 32,458,361.28 38.29%

其中：应收票据坏账损失 311,564.23 0.37%

应收账款坏账损失 28,697,290.20 33.85%

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 3,449,506.85 4.07%

存货跌价损失 -2,511,047.65 -2.96%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损失 1,000,000.00 1.18%

商誉减值损失 1,814,702.15 2.14%

合计： 32,762,015.78 38.6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减少32,762,015.78元，并减少公司2018年末

的相应资产净值，对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性现金流没有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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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2019-012、《独立董事关于2018年度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部分对外投资权限的议案》，9票赞成，反

对0票，弃权0票。

随着公司业务进一步发展，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为有效提升经营管理层的决策质量，提

高经营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在有效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同意董事会下放至经营管理

层的部分对外投资权限金额由2,000万元调整为5,000万元，具体为：授权经营管理层进行单笔

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包括5,000万元）的股权类投资或债权类投资；单笔交易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包括5,00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单笔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包括5,000万元）的无形资产投资，包括技术研发，购买专利、专有技术，商标等知识

产权和其他无形资产。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09� � �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1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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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2月22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际出席3名。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

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B4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