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12� � �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2019-006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已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8年9月28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有效控制

风险的前提下，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1亿元进行风险投资。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9� 发布《关于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风险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64），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6,

320� 万元参股长沙三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银地产” ）， 其中公司持有三银地产

15.80%� 的股权。

近日三银地产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LN0EH7A

名称：长沙三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大厦D座102号

法定代表人：唐修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肆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 05�月 11�日

营业期限：2017�年 05�月 11�日 至 2067年05�月 1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7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参与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股票出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增持人员” ）

参与的“长安信托-股东增持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于2017年12月1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2,790,800股， 具体详情见公司于2017年

12月13日披露的《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4）。

公司于2019年02月26日收到增持人员的通知，截至2019年02月25日，本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增持的公

司股份2,790,800股已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完毕。 根据《长安信托-股东增持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文

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实施完毕,后续将进行财产清算和分配工作。

增持人员严格履行了在增持实施期间、法定期限内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承

诺；上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卖出所持本公司股份不涉及内幕交易，不涉及敏感期交易，不

涉及短线交易。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22� � � �证券简称：金轮股份 公告编码：2019-018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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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80,047,339.41 2,094,991,038.31 8.83%

营业利润

161,789,809.15 122,397,100.58 32.18%

利润总额

161,481,234.97 119,998,625.09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732,126.04 85,735,735.97 40.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9 0.49 4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8% 5.07% 1.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32,447,522.79 2,545,833,720.14 1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831,295,309.59 1,725,276,195.27 6.15%

股本

175,466,542.00 175,466,54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0.4367 9.8325 6.14%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8，004.7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83%；营业利润16,178.98万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了32.18%；利润总额16,148.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73.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82%；基本每股收益0.6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82%。 营业收入增长

的主要原因： 一是子公司南通金源云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棉纱交易比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收入7,807.7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2.50%；二是其他子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也有小幅增加。 利润指标上升的主要原

因是上期公司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了大额减值准备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比去年同期增长11.26%，主要原因：一是

由于货币资金等资产比去年同期增加，导致流动资产比去年同期增长11.33%，二是长期股权投资及固定资

产等资产比去年同期增加， 导致非流动资产比去年同期增长1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3,129.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6.15%，主要原因是当期实现盈利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65%。 本次业绩快

报符合2018年发布的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的变动区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海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邢燕签字并盖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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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33� � � �股票简称：雄韬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8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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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5,912,058.44 2,656,425,362.34 10.14

营业利润

79,813,291.50 47,054,719.28 69.62

利润总额

110,882,246.72 46,091,917.62 14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718,120.60 36,322,754.46 18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10 1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1.64% 3.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4,199,197,900.40 3,522,737,881.66 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393,511,158.34 2,174,965,516.21 10.05

股本

350,113,207 350,113,207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6.84 6.21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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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25,912,058.44元，营业利润79,813,291.50元，利润总额110,882,246.72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2,718,120.60元， 基本每股收益0.29元/股。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10.14%、

69.62%、140.57%、182.79%和190.00%。

报告期内，公司氢燃料电池投资建设开始呈现较好的利润收益；锂离子电池业务销售额及利润大幅度增

长；在中美贸易摩擦的环境下，越南工厂订单饱满，销售额和利润大幅度提高；努力降低公司产品成本，为客

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从而获得较大的利润增长空间；公司开展系列的开源节流工作，费用支出减少；公司

转让前期股权投资项目的部分股权，获得投资收益；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资金以及美元升值，汇兑收

益增加等原因导致公司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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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全

文》（公告编号：2018-0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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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雄韬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1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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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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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046,081.87 3,467,625,605.33 -6.56%

营业利润

842,109,383.41 397,569,504.08 111.81%

利润总额

841,552,920.28 397,269,868.30 1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5,051,771.20 189,978,786.63 8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42,631,450.68 168,073,861.65 103.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25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6% 6.60% 4.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1,795,694,535.56 8,197,858,643.69 4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235,189,848.09 2,948,591,388.22 9.72%

股 本

774,144,175.00 774,144,175.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18 3.81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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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房地产开发收入，以房产交付、发票开具为收入确认结转条件，因此公司收

入实现取决于项目竣工交付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4,00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56%，

主要系本年交付的项目交付总金额较上年略有减少； 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84,210.94万元、 利润总额84,

155.2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05.17万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111.81%、111.83%和

81.63％，主要系本年交付的项目毛利率较高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1,179,569.45万元，较期初增长43.89％，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23,518.98万元，较期初增加9.7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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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披露的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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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79� � � �证券简称：中坚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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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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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027,151.45 440,922,765.72 -5.65%

营业利润

10,664,315.49 26,112,803.02 -59.16%

利润总额

12,136,130.14 26,427,366.64 -5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774,669.94 23,695,829.05 -50.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3.80% -1.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19,117,564.49 839,982,730.42 -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38,025,466.41 631,002,796.47 1.11%

股本

132,000,000 13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83 4.78 1.0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18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6,027,151.45元， 较2017年度下降5.65%； 营业利润10,664,315.49元，较

2017年度下降59.16%；利润总额12,136,130.14�元，较2017年度下降54.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74,669.94元， 较2017年度下降50.31%；每股收益为0.09元，较2017年度下降50.00%。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经营计划，稳步有序的推进各项工作，但受欧美市场环境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

有所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出口业务受到美元汇率变动的影响，原材料价格

波动影响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公司在产品布局优化方面，加大了产品研发投入；公司加

大了各类人才的引入和人才储备力量的培养，增加投入，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年初减少2.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较年初增加1.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年初增加1.05%；总股本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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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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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中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60� �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8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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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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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1,327,662.72 1,664,209,164.61 45.49%

营业利润

723,014.60 13,759,469.87 -94.75%

利润总额

1,798,799.09 14,120,548.51 -8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26,805.39 12,026,763.11 -7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80% -0.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930,618,212.03 2,465,874,333.18 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531,963,037.93 1,511,110,698.76 1.38%

股本

429,141,351.00 429,141,35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57 3.52 1.42%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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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2,132.7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49%，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新设立

子公司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2.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4.75%，实现利润总额179.88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87.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1.51%。 主要系公司计提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5,282.10万元，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影响较大。

2018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66.67%,主要系公司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较大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较期初增长18.85%、1.3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期初增加0.05元，增长1.38%。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期末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每股净资产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其中对2018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变动幅度为-70.00%至-100.00%。

公司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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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73� � � �证券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9）019号

债券代码：128020� � � �债券简称：水晶转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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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5,790,588.61 2,145,786,033.56 8.39

营业利润

533,511,487.58 415,742,875.04 28.33

利润总额

531,307,497.36 416,606,021.15 2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3,059,265.04 356,021,506.31 30.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4 0.41 3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9% 11.68% 0.9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683,281,009.40 5,154,491,653.12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875,230,861.28 3,479,691,855.93 11.37

股本

862,822,927.00 664,098,124.00 2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49 5.24 -14.31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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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79.0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39%；营业利润53,351.15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28.33%；利润总额53,130.7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305.9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06%；基本每股收益0.5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1.71%。

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为：虽然2018年出现了手机市场增速放缓，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等不利因素，但

公司积极把握了智能手机双摄/多摄、3Dsensing、屏下指纹等产业升级机遇，加快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大客户

份额，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构建新的盈利增长点，实现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减持日本光

驰股份获得的投资收益也做了良好的业绩补充。

2、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568,328.10万元，较年初增长10.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387,523.09万元，较年初增长11.37%。 报告期内因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的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股本较年初增长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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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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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9-008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期满暨回购方案实施

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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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8年9月7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续实施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延续实施原回购股份方案，并将原回购股

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由原计划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即2018

年2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18年2

月27日-2019年2月27日）”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由原计划的“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9.8元/股（公司

于2018年5月22日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9.8元/股调整为9.65元/股）”调整为“本次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1000万股、不超过1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4%-7.41%”调整为“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

不超过8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8%-5.93%” 。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调整后）》（2018-070）。

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19年1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的原回购股份方案作如下调整：一、回购股

份的用途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调整为“回购股份中的1000万

股-2000万股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股份中的2000万股-4000万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对应的回购股

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二、回购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

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不超过8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8%-5.93%”调整为“回购股份

的数量不低于3000万股、不超过6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22%-4.44%”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由原计划的“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9.6亿元”调整为“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6000万股测

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 。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公告》（2018-090）。

截至2019年2月27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且回购实施情况与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现将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自2018年5月3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2019年2月27日股份回购实施完毕期间，累计通过公司股票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37,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最高成交

价为10.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5.7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80,012,606.52元（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实施回购股份符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内容。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二、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信息查询系统查询，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事项

之日至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回购股份用途

公司本次最终回购股份数量为3740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股票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中的1000万股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回购的股

份中的2740万股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预计股份变动情况

根据上述回购股份用途，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限售条件流通股

330,923,700.00 24.51 358,323,700.00 26.7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19,076,300.00 75.49 981,676,300.00 73.26

总股本

1,350,000,000.00 100.00 1,340,000,000.00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变动前的股本结构以截至2019年2月26日的公司股本结构为依据。

五、其他说明

1、公司在下列期间未实施股份回购：

（1）定期报告、业绩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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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其他情形等法规规定的期间。

2、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均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即2018年4

月24日至2018年5月2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在公司回购股份实施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内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最大值为8,731,600股，回购期间为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8日。 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3、本次回购的股份中的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部分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

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将按规定办理部分股份注销手续，并在条件成熟后尽快制定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方案并予以实施。

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计划或实施上述计划时未能将回购股份全部授出，公司将依法对未授出的回购股

份予以注销。 在回购股份过户或注销之前，上述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9-007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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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496,044.41 5,030,196,550.82 -14.69%

营业利润

427,842,763.79 785,530,031.78 -45.53%

利润总额

426,977,697.99 784,241,291.97 -4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698,449.86 643,095,234.02 -44.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48 -4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82% 11.04% -5.22%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848,540,597.26 9,115,863,432.35 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004,705,683.74 6,092,202,433.85 -1.44%

股 本

1,350,000,000.00 1,350,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45 4.51 -1.33%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91,496,044.4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69%；营业利润427,842,763.79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5.53%；利润总额426,977,697.9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4,698,449.8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8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和利润出现下滑主要原因为：

（1）国内汽车销量负增长，行业市场较为低迷，公司产品配套客户终端销量表现不佳，使得公司汽车变

速器和汽车内饰件等业务收入下降。

（2）研发费用同比增加较多；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大CVT、AT、AMT以及新能源汽车驱动总成等产品技

术的研发投入，为公司在国六排放标准升级和国内汽车消费升级带动自动挡汽车占比不断提高等有利条件

下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提高产品市场份额提供强有力支持。 同时，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公司加大了新能源汽车驱动总成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品的研发力度，进一步加强了相关技术和产品

储备，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公司收购奇瑞汽车的CVT资产后，大力开拓除奇瑞汽车以外的新客户市场，并根据市场需求和公

司制定的“53211”战略规划大力开展新产能建设，以有效满足客户需求的快速增长。 公司CVT、AT、AMT

等新产品的投入和产销量尚未形成规模化效益，新产能的建设相应增加了资产折旧，加上材料、人力等成本

上升以及公司银行贷款增加带来的财务费用增加，使得公司整体经营成本有所提高。

公司自主研发的全新一代自动变速器CVT25已于2018年搭载奇瑞汽车艾瑞泽GX上市销售，后续包括

CVT25、CVT18、CVT28等CVT系列新产品将搭载奇瑞汽车、吉利汽车等各大汽车厂的更多车型量产上市，

预计2019年开始产品销量和已建成的产能逐步匹配，并将有效推动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的快速增长。

（4）报告期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较多。

（5）公司收购的全资子公司辽宁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业绩亏损，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对辽宁

金兴汽车内饰有限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预计计提金额为人民币2500万元左右。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848,540,597.26元，较期初增长8.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004,

705,683.74元，较期初下降1.44%，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和利润分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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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1日披露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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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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