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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

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2013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3年11月

26日，公司与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勐公司” ）

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为缓解天勐公司的资金

压力，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促进其更好发展，在天勐公司按期归还公司前期委托贷

款、 天勐公司控股股东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天勐公

司提供借款人民币153万元的前提下，公司向天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147万元。委

托贷款的期限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1月24日止；贷款不计利息；手续费由天勐

公司承担。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天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

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54）、《关于向参股公司勐

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55） 详见

2013年11月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该项委托贷款已逾期，2015年11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8）。

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 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子公司乌多姆赛盐业有限公

司制盐生产装置基本处于停产状态，资金周转困难，经公司多次催讨，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 天勐公司仍未能偿还该项委托贷款及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其提供的

借款。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已与天勐公司其他股东共同商讨有关天勐公司的经

营和发展问题，同时公司将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一切措施积极追偿。有关该事项进

展，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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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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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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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219,173.34 1,446,947,409.23 -1.16%

营业利润 162,367,339.37 200,397,158.06 -18.98%

利润总额 161,697,324.45 199,524,908.81 -1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07,020.33 162,128,045.38 -28.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76 0.2904 -2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 7.04% -2.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132,574,109.93 3,726,290,414.99 1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21,287,025.90 2,361,316,684.24 2.54%

股本 558,329,336.00 558,329,33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337 4.229 2.5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是盐改实施后盐业区域市场化竞争较激烈的一年，面对困难，公司坚持“全

面改革发展、全面提质增效” 的工作要求，全面推进“盐+清洁能源” 双主业平台建设，

夯实生产基础，强化省内市场巩固，加速推进天然气支线管网项目建设，富长支线（富民

段）已建成通气。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3,021.92万元， 较上年降低1.16%； 实现营业利润16,

236.73万元，较上年降低18.98%；实现利润总额16,169.73万元，较上年降低18.9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90.70万元，较上年降低28.51%。收入及利润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受盐业市场竞争激烈影响，公司食盐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28.07%，工业盐销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15.62%，虽然工业盐量价齐升增加了公司业绩，但不足以弥补食盐销量

下降带来的影响，导致盐业务板块收入及毛利额较上年同期下降；随着富长支线（富民

段）的通气运营，管输天然气销售收入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报告期天然气营业收

入、毛利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但报告期天然气业务总体仍处于项目建设期，尚未对公司

经营业绩产生有力支撑。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13,257.41万元，较年初增长10.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242,128.70万元，较年初增长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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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0月23日在公司 《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所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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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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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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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81,232.11 104,835,366.74 73.30%

营业利润 -43,655,680.19 -22,463,933.93 -94.34%

利润总额 -44,696,943.39 6,893,808.29 -74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67,835.56 7,671,844.16 -73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03 -7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8% 2.22% -17.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33,711,917.23 389,871,318.61 1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0,069,257.44 349,137,093.00 -14.05%

股 本 270,000,000.00 27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1.11 1.29 -13.95%

注：根据财政部《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本公司

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

手续费在“其他收益” 中填列，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调增2017年度其他收

益50,269.96元，调减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50,269.96元，故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营业利

润进行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总资产为433,711,917.23元， 比上年期末389,871,318.61元增长

11.24%，营业总收入181,681,232.11元，比上年同期104,835,366.74元增长73.3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300,069,257.44元， 比上年期末349,137,093.00元下降14.05%， 营业利润

-43,655,680.19元，比上年同期-22,463,933.93元下降94.34%，利润总额-44,696,943.39元，

比上年同期6,893,808.29元下降748.36%，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

067,835.56元，比上年同期7,671,844.16元下降739.58%。较上年相比，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

公司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出售了全资子公司福田（平潭）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融资租赁” ）及处置了深圳前海盛世承泽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前海保理” ）的部分应收账款所致。

2、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购了控股子公司

广州铭诚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主要系以

下原因所致：

（1）报告期内出售了福田融资租赁公司及处置了前海保理的部分应收账款；

（2）本报告期内收购了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亿钱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投入较大，业

绩未能在报告期内体现；

（3）公司报告期内金融资产投资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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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

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及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

的情形。

五、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实施特别处理、暂停上

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世平、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孙新、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苗庆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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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金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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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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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航空” 、“公司” ）

已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此次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479,639,908.99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2321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116,317,713股，发行价格为每

股人民币30.09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499,999,984.17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56,998,449.22元。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18�年2月6日出具

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8]第0104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8年3月1日， 春秋航空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为2,

508,858,122.16元， 经春秋航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春秋航空将2,492,355,540.23元募集资金与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进行了置换，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春秋航空

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2月28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的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0913号）鉴证，扣除本次置换金额后剩余

募集资金为964,642,908.99元。

2018年3月1日，春秋航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将闲置募集资金964,639,908.99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8年4月27日，春秋航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变更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购置10架空客A320飞机及1台 A320� 飞行模拟

机，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购置10架空客A320飞机、8架空客A320neo飞机及1台

A320飞行模拟机，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资总额约合人民币122.30亿元，其中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仍为人民币3,456,998,449.22元，投资总额与投入募集资金的差额部

分仍由公司自筹解决。 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964,639,908.99� 元，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27.90%。

公司已经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10月26日、11月26日，将前述资金中的316,000,000

元、129,000,000元、40,000,000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以满足募集资金项目的建

设需要（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11日、10月27日、11月27日披露《关于提前归还部

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8-049、2018-059和2018-063）。该资金使用

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经及时将上述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2019年2月27日，公司归还剩余募集资金479,639,908.99元至募集资金专户。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司2019年2月28日披露《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9-00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82,206,910.65元，其中剩余募集资金余

额479,642,908.99元，利息收入2,564,001.66元，具体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剩余募集资金余额

购置10架空客A320飞机、8架空客A320neo飞

机

3,406,998,449.22 2,927,355,540.23 479,642,908.99

购置1台A320飞行模拟机 50,000,000.00 50,000,000.00 0.00

合计 3,456,998,449.22 2,977,355,540.23 479,642,908.99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加快满

足公司机队扩张等资金需求，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着全体

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公司拟再次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79,639,908.99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使用该部分资金。本次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

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如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

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不超过人民币479,639,908.99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春秋航空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本次春秋航空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79,639,908.99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

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发展。

保荐机构同意春秋航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

营活动，不直接或间接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

券等的交易，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入计划的

正常进行。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实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事项，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601021� � � �股票简称：春秋航空 公告编号：2019-009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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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日，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将闲置募集资金

964,639,908.99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

公司已经分别于2018年9月10日、10月26日和11月26日， 将前述资金中的316,000,

000元、129,000,000元和40,000,000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

年9月11日、10月27日和11月27日披露《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分别为：2018-049、2018-059和2018-063）。

2019年2月27日， 公司将剩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479,639,908.99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公司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

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964,639,

908.99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同时，公司已经及时

将上述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21� � �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2019-005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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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联诚精

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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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384,349.99 609,688,957.86 9.14%

营业利润 50,661,970.39 55,846,759.83 -9.28%

利润总额 52,157,763.60 60,408,867.07 -1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961,543.71 47,097,077.24 -4.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0.79 -2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7% 10.88% 降低4.1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24,210,674.54 1,149,941,121.06 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1,916,717.68 652,412,156.83 2.99%

股本 80,000,000.00 8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0 8.16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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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应对市场环境变化，扎实推进业务发展，报

告期内，公司各项生产经营、财务状况运行良好。本期实现营业收入66,538.4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9.14%，收入的增长得益于国内零部件及整机业务的增长；受主要原材料

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96.1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53%。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2,421.07万元，较年初增长6.4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67,191.67万元， 较年初增长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40元，较年初增长2.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中对 2018年

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至10%，变动区间

为4,474.22万元至5,180.67万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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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707� � � �股票简称：众信旅游 公告编号：2019-017

债券代码：128022� � � �债券简称：众信转债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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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31,208.89 1,204,798.08 2.19

营业利润 10,728.88 34,923.29 -69.28

利润总额 11,106.81 35,259.42 -6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9.64 23,262.40 -8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1 0.280 -8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12.06 下降10.4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34,429.53 509,577.31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28,391.74 223,453.49 2.21

总股本 85,197.00 85,006.0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681 2.629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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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208.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实现营

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728.88万元、11,106.81万

元、3,499.64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69.28%、68.50%和84.96%。

上述数据变化主要是由于：

1、受泰国普吉岛沉船、印尼巴厘岛火山爆发等事件对东南亚目的地的影响，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盈利情况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 虽然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第四季度业务毛利仍较去年同期有较大下降，致使公司2018年净利润下降1亿元左右。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的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长

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

迹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 对子公司北京开元周游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ctivo� Travel� GmbH（德国跃动旅游公司）、上海悠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进行

减值测试，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应收账款等资产根据相关坏账计提政策，计提相应的

坏账准备，共计计提以商誉为主的资产减值损失10,220.13万元（未经审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众信旅游：2018年度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数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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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9-02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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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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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9,891,355.61 15,226,101,711.79 -13.37%

营业利润 2,032,103,757.45 2,616,915,078.57 -22.35%

利润总额 2,037,253,234.25 2,614,744,090.56 -2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6,913,573.99 2,177,921,682.27 -18.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6 0.81 -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9% 21.29% -6.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2,418,097,319.26 35,114,336,798.86 2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942,868,018.41 11,314,528,075.16 14.39%

股 本 2,685,462,004.00 2,682,778,484.00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2 4.22 14.22%

注：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根据国家政策及行业政策的导向，主动、及时的调整生产经营计划，根

据项目的融资进展合理的调整施工进度，控制投资节奏，对公司营业收入产生一定的影

响。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90亿元，同比降低1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7.67亿元，同比降低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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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8）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何巧女、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振迪、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福

梁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63� � � �证券简称：远光软件 公告编号：2019-015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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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76,639,147.49 1,179,258,733.12 8.26%

营业利润 195,696,436.32 173,684,510.00 12.67%

利润总额 196,031,524.94 176,009,767.74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721,429.83 172,272,603.75 1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92 0.2044 12.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9.15%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693,513,150.53 2,494,791,800.03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53,883,227.69 1,992,481,874.65 13.12%

股 本 849,403,251.00 602,573,950.00 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535 3.3066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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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紧随能源互联网规模化发展的浪潮，在强化既有优势业务的基础上，优化产业

布局和产品战略，同时强化职能管理、严控成本费用，优化效应逐步体现。

公司营业收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其中既有的优势业务持续稳定增长，智慧能源等

创新业务增长态势良好；公司投资收益亦有所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因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送红股2股、资本公积转增2

股；公司总股本有所扩充。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6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

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0%至增长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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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5� � �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9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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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1,529,358.28 7,009,876,085.85 1.45%

营业利润 488,971,121.16 629,412,931.42 -22.31%

利润总额 480,314,177.55 631,144,425.06 -2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6,695,957.23 495,169,978.15 -21.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15 0.2324 -2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9.67% -2.6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442,553,402.24 9,366,444,197.41 3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91,314,880.53 5,346,960,275.79 6.44%

股 本 2,131,112,944.00 2,131,112,94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6706 2.5090 6.4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受半导体行业周期性波动和生产成本上升、子公司产能释放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

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较上年度有所下滑。

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6,695,957.23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

为81,817,973.17元。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公司总资产期末较期初增长32.84%，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公司要约收购UNISEM� (M)�

BERHAD股权等事项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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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相符。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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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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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经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8月20日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FECTO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ECTO水泥” ）

在巴基斯坦共同投建项目公司，注册资本300万美元，公司出资255万美元，持股比例为

85%，FECTO水泥出资45万美元，持股比例为15%（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2018-44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八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投资事项后，公司组织人员有序推进项目

前期工作，完成了相关报批手续。

2019年2月26日，应FECTO水泥的要求，经公司八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公司同

意在保持巴基斯坦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不变的情况下， 将公司出资额由255万美元调整

为180万美元，持股比例由85%调整为60%，增加FECTO科技（私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FECTO科技” ）作为股东方之一，出资75万美元，持股比例为25%，FECTO水泥出

资额度及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三、新增投资主体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FECTO科技（私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巴基斯坦信德省卡拉奇市莎拉赫-伊-费萨尔78座达鲁尔阿曼合作社

35号

注册时间：2000年10月13日

注册资本：2000万卢比

法定代表人：Mohammad� Yasin� Fecto

经营范围：该公司致力于提供与网络空间，电信和信息技术业务相关的各种咨询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业务计划评估，安排财务或提供建议。该公司还提供电话交换

台安装和维护、电话服务 (包括移动电话服务)�方面的服务。

FECTO科技与FECTO水泥同属巴基斯坦Mohammad� Yasin� Fecto先生控股经营

的企业， 系一致行动人。Mohammad� Yasin� Fecto持有FECTO科技99.9%的股份， 持有

FECTO水泥75%的股份。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投资比例的调整系FECTO水泥根据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相关条款提

出的正常要求，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相关规

定，该项目投资比例调整尚需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将会对该项目公司计划投运

进度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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