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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项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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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 20000 吨锂电池正极材料产能的战略总体规

划，通过全资子公司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丰元锂能” ）先后实施了年产

10000 吨正极材料磷酸铁锂项目和年产 5000 吨三元正极材料项目。上述正极材料项目取

得阶段性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一、已投产项目情况

1、年产 10000 吨磷酸铁锂项目

一期年产 3000 吨生产线现已正式生产运营， 产品先后通过十余家下游客户企业的

使用测试并批量稳定供货，其中包括国内动力电池装机容量前十的鹏辉能源、遨优动力

两大客户，累计向前述两大客户实现销售金额 2000 余万元。

2、年产 5000 吨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一期 NCM523 三元材料年产 2000 吨生产线经过前期调试及试生产， 产品通过能优

能源、鑫升新能源、五行动力、安诺捷新能源等十余家下游客户企业的测试认证并批量供

货，累计生产合格产品 200 余吨。

二、在建项目情况

1、磷酸铁锂项目二期，签订主要设备合同金额累计已达 4000 万元以上，设备正在安

装，预计二季度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2、NCM811 高镍三元材料方面， 由金佑成博士带领研发团队经过一年多的研发，实

验室中试产品目前正在相关厂家进行样品测试，初步测试结果显示各项指标基本达到相

关标准；实施中的项目一期关键核心设备选定日本、德国等一流制造商，已签订合同金额

4200 万元。

按照上述项目的实施进度与后续计划安排，本年度丰元锂能将实现年产一万吨锂电

池正极材料的生产能力。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 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805� �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1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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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837,581.44 320,909,160.88 -17.47%

营业利润

18,178,687.20 41,981,367.09 -56.70%

利润总额

23,129,527.20 46,226,257.09 -4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76,578.16 37,901,717.49 -49.1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0 0.39 -4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6.64% -3.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74,812,587.22 751,457,603.71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2,525,859.42 570,570,961.90 2.10%

股 本

96,913,800 96,913,8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01 5.89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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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草酸整体运行平稳，正极材料项目建设进展

顺利，截止到报告期末三元材料项目带料试车，磷酸铁锂 3000 吨生产线具备验收和正式

投产条件。

(2)财务状况：2018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本报告期末，总资产 77,481.26 万元；公司

财务政策稳健，资产负债率 24.8%，流动比率 1.87，速动比率 1.19，整体偿债能力较强。

2.本报告期，营业利润 1,817.87 万元，同比下降 56.70%；利润总额 2,312.95 万元，同比

下降 49.96%； 净利润 1,927.66 万元， 同比下降 49.14%； 每股收益 0.20 元， 同比下降

48.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草酸业务受环保因素的影响产量较去年下降，导致销量

下降、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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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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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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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 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331� � � �证券简称：宏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08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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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2 月 26 日和 2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

的公司涉及重大民事诉讼终审判决及 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事项外，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9 年 2 月 25 日、2 月 26 日和 2 月 27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自查情况

1、公司涉及重大民事诉讼终审判决事项

公司于 2019年 1月 3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民事诉讼二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临 2019-001），最高人民法院对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锌业” ）合同纠纷

案做出终审判决，该判决结果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于 1 月 29 日和 2 月 12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临 2019-005），《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19-007），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

审判决结果和《执行裁定书》（2019）云执 12 号之一、之二，公司不再持有金鼎锌业 60%股

权，金鼎锌业自 2018年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019 年 2 月 2 日，云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扣划公司银行存款 210,249,255.72元人民币， 其中 210,242,161.00元人民币已于 2017

年 1 月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公司货币资金相应减少 210,249,255.72 元人民币，应付

返还利润款减少 210,249,255.72元人民币。

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2、公司 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 《宏达股份 2018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临 2019-006）。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公司 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0,000万元一 -30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270,618.96 万元

一 320,618.96 万元，同比减少 1312.48%一 155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剔除重大诉讼等影响）为 -30,000 万元一 -37,000 万元，同比减少 240.66%

一 273.47%；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内容详见相关公告。

3、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管理团队及员工队伍稳定，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

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

经公司自查， 除上述公司已对外披露的涉及重大民事诉讼终审判决及 2018年年度业绩

预亏事项外，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信息，亦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二）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沧龙先生核实，截至目前，

除已披露的公司涉及重大民事诉讼终审判决事项外，不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已披露的公司涉及重大民事诉讼终审判决及 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

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

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重大民事诉讼二审判决结果的

公告》（临 2019-001）， 最高人民法院对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做出终审判决，

该判决结果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具体如下：

1、公司持有云南金鼎锌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鼎锌业” ）60%股权无效，从 2018 年

起，金鼎锌业财务报表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其中,2018 年 1-9 月公司合并报表

已确认的对金鼎锌业投资收益金额 136,108,484.54元，在 2018年年报中不能再确认为投资收

益。

2、公司向金鼎锌业返还 2003 年至 2012 年获得的利润，对公司 2018 年的净利润影响为

-1,570,444,355.40 元。其中，扣除已经支付的增资款 496,342,200 元后，公司向金鼎锌业支付

1,074,102,155.4元。

3、由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集团” ）和公司共同负担一审受理费和

保全费 6,093,294.02元，由公司负担二审受理费 5,202,137.52元。

4、公司持有金鼎锌业 60%股权，其中持有金鼎锌业 51%股权系公司于 2003 年至 2006 年

通过向金鼎锌业增资人民币 49,634.22万元取得， 持有金鼎锌业 9%股权系公司于 2009 年从

宏达集团以人民币 92,873.52万元作价受让取得。 公司将针对金鼎锌业 9%股权转让事项，及

时与宏达集团进行有效协商，依法合规维护公司权益。

（二） 公司于 2019年 1月 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宏达股份 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临 2019-006）。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250,000 万元一 -300,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270,618.96

万元一 320,618.96 万元，同比减少 1312.48%一 155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剔除重大诉讼等影响） 为 -30,000 万元一 -37,000 万元， 同比减少

240.66%一 273.47%；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25� � � �证券简称：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07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凯撒文化” ）于 2016� 年 8� 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16�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 2016�年 9�月 12�

日召开的 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6�年 8�月 25�

日和 2016�年 9�月 1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相关公告。

一、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情况

2016�年 11�月 25�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完成购买，累计通过二级市场买

入公司股票 14,316,570 股，成交均价 23.05 元 /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1%。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 12�个月，即自 2016年 11�月 25�日至 2017�年 11�月 24�

日止。

根据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 6�月 2�日，公司实施了 2016�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该方案实施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股票总数变更为 22,906,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81%。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4 个月，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 1� 个月，如持有的公司股

票仍未全部出售，经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

存续期可以延长。

公司于 2018�年 8�月 7�日召开持有人大会， 经出席持有人会议所持 50%�以上份额同

意，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 1�年。并提交公司于 2018�年 8�月 9�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 即存续期在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长 1� 年，自

2018�年 9�月 11�日始至 2019�年 9�月 10�日止。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在延期一年内

（2019�年 9�月 10�日前）出售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8�年 8�月 10�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相关公告。

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信息敏感期

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出售完毕及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 22,906,512�股已全部出售完毕，占公

司总股本的 2.81%。根据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后续将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和

分配等工作，并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0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275�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公告编号：2019-00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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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5,910,823.28 1,616,016,187.96 -1.86%

营业利润

498,557,716.44 564,660,465.39 -11.71%

利润总额

495,620,429.67 562,985,272.37 -1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241,680.87 464,402,333.77 -11.8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934 0.7869 -11.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3% 18.43% -3.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389,668,528.82 3,229,564,585.48 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02,564,741.22 2,653,911,888.64 5.60%

股本

590,200,000.00 590,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75 4.50 5.5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随着国家医疗改革、税收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两票制、零差率、分级诊疗、金税三

期等系列举措对整个医疗行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公司也受到一定波及；同时，原材料成本

上涨也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造成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公司持股 20%的华能桂林燃气分布式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8 年开始建成运营，运营初期未产生效益，但因折旧和运营费用，对

公司报告期内造成一定投资损失。对此，公司合理解读政策，不断调整营销政策，加强内部管

理，开展增效降耗，积极应对市场变化。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8,591.08 万元， 较上期下降 1.86%； 实现利润总额 49,

562.04万元，较上期下降 11.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924.17 万元，较上期

下降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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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 2018 年

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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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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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19-030

债券代码：136236� � � �债券简称：16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020� � � �债券简称：17复药 01

债券代码：143422� � � �债券简称：18复药 01

债券代码：155067� � � �债券简称：18复药 02

债券代码：155068� � � �债券简称：18复药 0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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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汉霖” ）

●本次对外担保情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霖制药” ）拟为其控股股东复宏汉霖（同为复星医药控股

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贷款行” ）承担的本金不超过人民

币 20,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

截至 2019年 2月 26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单位（以下简称“本

集团” ）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按 2019年 2月 26日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中

间、欧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下同）折合人民币约 1,303,103 万元，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约 51.45%；其中：本集团实际为复宏汉霖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 55,200万元。上述本集团对外担保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 2月 26日至 2022年 2 月 26 日期间，复宏汉霖（作为债务人）可根据经营需要、

在所获授信额度范围内，与贷款行签署债务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协议，以下简称“《主合

同》” ）。为确保复宏汉霖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义务，2019 年 2 月 26 日，汉霖制药与贷

款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担保合同》” ），约定由汉霖制药为复宏汉霖

根据《主合同》所承担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

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集团 2018年续展及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本集团续展及新增对外担保（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 单位、控股子公司 / 单位为本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 /单位之间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2,250,000 万元；同时，授权

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报经批准的新增担保额度内，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具

体担保安排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本次担保系在上述经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复宏汉霖注册地为中国上海，成立于 2010� 年 2� 月，法定代表人为傅洁民先生；复宏汉

霖的经营范围包括单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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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宏汉霖主要致力于应用前沿技术进行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生

物改良药以及创新型单抗的研发及产业化，正在开发的主要产品覆盖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

等领域。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合计持有复宏汉霖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约 61.093%。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复

宏汉霖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131,6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 -8,052 万元，负债

总额为人民币 138,108万元；2017年度，复宏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3,957 万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 -25,366万元（以上均为合并口径）。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9年 2月 26日至 2022 年 2 月 26 日期间，复宏汉霖（作为债务人）可根据经营需要、

在所获授信额度范围内，与贷款行签署《主合同》。为确保复宏汉霖履行《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义务，2019年 2月 26日，汉霖制药与贷款行签署了《担保合同》，约定如下：

1、由汉霖制药为复宏汉霖根据《主合同》所承担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债

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本金、利息及其他应付的费用等；

2、本次担保的担保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合同》自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4、《担保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四、董事会意见

鉴于本次担保为控股子公司 / 单位之间发生，担保风险可控，故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9年 2月 26日， 包括本次担保在内， 本集团实际对外担保金额按 2019 年 2 月

26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1,303,103 万元， 占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团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约 51.45%；其中：本集团实际为复宏汉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55,2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集团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37� � �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9-012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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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

于 2018年 8月 28日发布了《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公司股东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诚达投资” )计划自 2018 年 8 月 28

日起 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累积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 不高于 10,

000万元人民币； 累积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以下简称 “本次增持计

划” ）。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勤诚达投资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在增持

计划实施期间，勤诚达投资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5,2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增持总

金额 20,072,304.60 元人民币，增持均价为 3.80 元 / 股。本次增持后，勤诚达投资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108,712,3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24%。

2019年 2月 26日，公司收到公司股东勤诚达投资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实施结果的告知

函，现将本次增持计划结果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勤诚达投资共持有公司 103,432,35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8.79%。

同时，根据勤诚达投资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荀建华先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勤诚达投资

还将受让荀建华先生持有的公司 145,983,86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41%。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

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2、本次增持股份的种类：无限售流通股 A股。

3、本次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人民币，不高于 10,

000万元人民币；累积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

4、本次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逐步

实施增持计划。

5、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 2018年 8月 28日起 6个月内。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 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并及时披露。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勤诚达投资自筹或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勤诚达投资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

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增持总金额 20,072,304.60 元人民

币，增持均价为 3.80元 /股。

截至 2019年 2月 26日收盘，勤诚达投资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8,712,35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9.24%。本次增持计划已履行完毕。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600537� � �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19-011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权部分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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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荀建华的通知，荀建华将原质押给深圳市勤诚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87,039,435 股无限售

流通股办理了质押登记解除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为 2019年 2月 26日。

截至本公告日，荀建华持有公司 267,863,97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7%，其中 131,

700,565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9.17%，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0%。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19-007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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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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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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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286,463.80 2,067,933,710.44 14.09

营业利润

115,174,488.93 42,173,612.74 173.10

利润总额

117,879,741.02 43,129,832.65 17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21,627.61 36,899,230.13 160.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8 0.03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1.42% 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841,687,559.73 4,330,611,864.54 -1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91,284,464.96 2,599,265,895.03 -0.31

股 本

1,243,390,000 1,263,390,000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2.08 2.06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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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359,286,463.80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4.09%，

营业利润 115,174,488.93 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3.10%，利润总额 117,879,741.02 元，

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6,021,627.61 元，较上年同

期相比增加 160.23%。

2018 年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3.10%、 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173.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60.23%，主要原因为：公司

豌豆蛋白销售情况良好，部分产品销售价格超出先前预期，主营业务收入优于预期，业绩

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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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幅度， 与上次披露的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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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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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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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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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419,209.45 1,156,896,566.09 10.59%

营业利润

129,229,378.77 118,494,647.38 9.06%

利润总额

137,067,455.16 153,591,817.80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703,234.37 135,716,771.17 -7.38%

基本每股收益

0.3175 0.3532 -1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7% 11.49%

下降

2.0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65,261,583.71 1,643,763,890.31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331,656,966.61 1,248,942,854.69 6.62%

股 本

383,525,184.00 256,522,820.00 4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47 4.87 -28.75%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股本发生变动，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为追溯调整后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2.79 亿元，同比增长 10.59%，实现营业利润 1.29 亿元，同比增长 9.06%；实现利润总额

1.37 亿元， 同比下降 10.7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 亿元， 同比下降

7.38%；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1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2.02 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金属制品及检验检测、芴系功能材料等各项业务向好发展，公司经营性业

绩较上年有较大增长。但营业外收入大幅减少，导致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有所下

降。

报告期内，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回购注销导致了股本变动，期末总股本 3.83 亿

股较期初总股本增长 49.51%。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17.65 亿元，较年初增长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3.32 亿元，较年初增长 6.62%，主要系报告期内公

司经营业务规模扩大，收入增加，相应资产、负债、公司所有者权益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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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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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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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