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5� � �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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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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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241,590.59 1,183,780,419.01 9.33%

营业利润 98,244,957.73 158,737,652.06 -38.11%

利润总额 97,409,048.47 157,595,360.38 -3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425,054.97 133,413,773.96 -38.97%

基本每股收益 0.2003 0.3574 -43.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7.95% -3.6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620,568,718.64 2,413,071,607.97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19,171,326.27 1,887,505,993.79 1.68%

股本 407,083,000.00 400,010,000.00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4.71 4.7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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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9,424.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9.33%；营业利润9,824.50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8.11%；利润总额为9,740.90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9.19%；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142.5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38.97%。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1）报告期

内，因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营业成本增加，毛利率同比下降；（2）2018年为2017年股权

激励计划限售期第一年， 股份支付相关费用在本期分摊计入；（3） 贵州省全面实施磷石膏

“以用定产”政策，磷石膏消化成本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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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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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916� � � �证券简称：深南电路 公告编号：2019-01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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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将总额不超过2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公告编号：2019-010）。独立董事、监事

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了理财产品合同，相关

理财产品主要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发

行主体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资金

来源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关联

关系

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按期开放理财产

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7,000.00

2019/2/26-

2019/3/21

闲置募集

资金

2.65%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将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

全。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

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建立投资台账，安排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产品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的

风险与收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定期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也不影响公

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保本型低风险投资理财，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若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发

行主体

投资金额

（万元）

产品

期限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万元）

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30,000.00

2018/3/30-

2018/9/26

4.3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636.16万元

2

中国农业银行“金钥

匙·本利丰” 2018年第

1041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保本保

收益型

农业银行深圳

中心区支行

8,000.00

2018/3/30-

2018/8/28

4.1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137.35万元

3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11,000.00

2018/4/20-

2018/5/28

3.6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41.23万元

4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

丰·34天” 人民币理财

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农业银行深圳

中心区支行

5,800.00

2018/4/24-

2018/5/28

3.1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17.02万元

5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11,500.00

2018/5/28-

2018/6/25

3.2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28.23万元

6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9,000.00

2018/6/25-

2018/8/28

4.0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63.12万元

7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1,500.00

2018/6/25-

2018/7/30

3.2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4.60万元

8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天天利”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农业银行深圳

中心区支行

2,200.00

2018/8/29-

2018/9/17

2.2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2.52万元

9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7,700.00

2018/8/28-

2018/10/29

3.2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42.51万元

10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27,900.00

2018/9/26-

2018/12/26

3.6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253.89万元

11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2,300.00

2018/10/30-

2018/11/26

2.9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5.02万元

12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1,600.00

2018/10/30-

2018/12/14

3.05%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6.02万元

13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10,000.00

2018/12/27-

2019/1/18

2.7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16.27万元

14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7,500.00

2018/12/27-

2019/2/18

2.80%

本金全部收回，获

得收益30.49万元

15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保本保

收益型

中国银行深圳

上步支行

7,000.00

2019/2/26-

2019/3/21

2.6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为7,000.00万元（含本次），

未超过董事会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2、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

3、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认购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649� � �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19-003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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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192,543.65 183,570,359.34 185.01

营业利润 59,478,419.33 39,060,624.34 52.27

利润总额 59,364,218.80 40,601,391.56 4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288,736.90 34,742,764.39 5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51,110,807.35 33,433,112.25 5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1 0.30 3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1% 13.64% 1.97

总 资 产 523,809,247.53 364,427,725.41 4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5,965,019.48 313,916,282.58 13.39

股 本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8 2.45 13.47

注：表内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3亿元，同比增长185.01%；实现净利润0.52亿元，同比

增长50.50%。影响经营业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2018年度公司加大市场开拓与营销投入力度，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018年度公司完成数个EPC项目，实现工程收入3.52亿元。

2.�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523,192,543.65 183,570,359.34 185.01

主要系本年度公司大力开拓

工程业务，新承接较多EPC项

目，工程收入增幅较大。原设

计业务亦通过不断开拓市场，

实现稳步增长。

营业利润 59,478,419.33 39,060,624.34 52.27

主要系公司开拓市场，原有设

计业务稳步增长，并新承接较

多EPC项目，工程业务有所增

加。

利润总额 59,364,218.80 40,601,391.56 46.21

主要系公司开拓市场，原有设

计业务稳步增长，并新承接较

多EPC项目，工程业务有所增

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52,288,736.90 34,742,764.39 50.50

主要系公司开拓市场，原有设

计业务稳步增长，并新承接较

多EPC项目，工程业务有所增

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51,110,807.35 33,433,112.25 52.87

主要系公司开拓市场，原有设

计业务稳步增长，并新承接较

多EPC项目，工程业务有所增

加。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1 0.30 36.67

主要系公司开拓市场，原有设

计业务稳步增长，并新承接较

多EPC项目，工程业务有所增

加。

总资产 523,809,247.53 364,427,725.41 43.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

模扩张较快，随着EPC项目等

新业务板块发力，应收账款等

营运资金相应有所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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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如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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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80� � �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1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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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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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307,637.85 1,660,232,421.50 17.65%

营业利润 18,537,043.66 32,664,824.34 -43.25%

利润总额 26,143,449.84 38,981,200.13 -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94,573.40 12,456,424.06 13.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16 0.0193 1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1% 0.54% 0.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069,717,367.72 5,586,617,460.56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344,083,756.23 2,328,485,072.35 0.67%

股 本 654,733,000.00 653,576,270.00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58 3.56 0.56%

注：上述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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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总收入195,330.76万元，较上年同期166,023.24万元增加17.65%，主要

系轨道交通产业、超级电容产业销售规模同比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1,853.70万元，较上年同期3,266.48万元减少43.25%；利润总额2,614.34万元，较上

年同期3,898.12万元减少32.93%，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司轨道交通产业、超级电容产业发展迅

速，本期销售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毛利较上年同期增加；另一方面，本期子公司股权、不

动产等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大幅度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6,971.74万元，较报告期初558,661.75万元增加26.55%，主要系轨道

交通产业、超级电容产业本期销售规模增加，应收账款增加；同时，为满足交货需求，备货增加

使得存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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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公告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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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030� � �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9-004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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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291,220.86 1,542,429,345.10 -4.55%

营业利润 107,363,324.47 110,877,937.73 -3.17%

利润总额 106,561,621.31 111,945,173.45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24,916.51 86,447,799.33 18.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5% 5.29% 增加0.6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680,309,590.78 4,641,793,782.98 -2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13,495,768.85 1,680,047,075.68 7.94%

股本 797,412,519.00 724,920,472.00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27 2.32 -2.1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7,013.81万元，减少比例为4.55%，主要原

因是：（1） 原控股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10月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

围；（2）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收入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351.46万元，减少比例为3.17%，主要原因是：

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业绩下降。

3、 报告期内，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1,617.71万元, 增长比例为

18.71%。主要原因是：（1）母公司经营业绩增加。（2）原控股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

4、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0.02元，增加比例为18.18%。主要原因是：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

5、报告期内，公司的总资产较去年同期减少96,148.42万元,减少比例为20.71%。主要原因

是：原控股子公司云康健康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6、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去年同期增加13,344.87万元，增长比例

为7.94%。主要原因是公司的经营积累。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30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1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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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86� � �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5

深圳市沃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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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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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808,149,204.51 764,928,831.03 5.65

营业利润 38,193,883.80 46,902,215.20 -18.57

利润总额 38,043,510.41 46,575,671.59 -1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666,981.11 40,361,396.21 -14.11

基本每股收益 0.29 0.37 -2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2% 8.21% -2.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86,473,229.50 981,706,255.09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52,450,762.60 626,372,255.52 4.16

股本 117,647,250.00 78,431,5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5.55 7.99 -30.54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包含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公司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相应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08,149,204.5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65%；营业利润38,

193,883.80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57%；利润总额38,043,510.41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8.3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666,981.11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11%；基本每股收益0.29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1.62%。

2018年度公司根据材料应用发展趋势，持续推进新产品创新和新技术开发，在家电及汽

车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实现营业总收入相比上年同期保持增长。同时，虽然原材料价格上涨趋

势有所放缓，但原材料价格仍处于相对高位，因此公司2018年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

有所下降。

2、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86,473,229.5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52,450,762.60元、股本117,647,250.00元，相比较于期初分别增长0.49%、4.16%、50.00%；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55元，相比较于期初下降30.54%。主要原因是公司2018年6月13

日以78,431,5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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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约为3,300万至4,300万之间，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数据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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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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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9-002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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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3,178,229.08 5,268,782,360.44 8.05%

营业利润 239,639,130.98 298,381,622.20 -19.69%

利润总额 240,456,236.27 301,710,667.42 -2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347,169.54 271,125,404.72 -22.79%

基本每股收益 0.18 0.23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6.65% -1.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376,369,174.99 7,365,530,732.76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312,960,067.89 4,163,703,498.35 3.58%

股本（股） 1,156,884,000.00 1,157,268,000.00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73 3.60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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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行业形势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虽有所增长，但原料成本上涨较

多，产品的毛利空间变小，导致报告期的利润较同期有所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1），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至0%，本次业绩

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最终数据公司将会在2018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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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9-003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经营范围

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因业务发展需要，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山东

华丰化肥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对经营范围和营业期限进行了变更。山东华丰化

肥有限公司在原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研发生产销售硫酸钾、硝酸钾” ，营业期限变更为

长期，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在原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了

“硫酸钾、硝酸钾的销售” ， 营业期限变更为长期，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山东华丰化肥有限公司、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

记的相关手续， 并分别取得了临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1329669306343B和9137132959031747XN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1、山东华丰化肥有限公司

名称：山东华丰化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临沭县城常林西大街98号

法定代表人：高文班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12日

营业期限：2007年11月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化工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肥原材料的销售；不再分装的袋包装的种子的销

售；仓储服务、相关技术的咨询服务（不含危险品）；研发生产销售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

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水溶性肥料、有机肥料、微生物肥料、微生物菌

剂、复合微生物肥料、硫酸钾、硝酸钾、土壤调理剂、各种作物专用肥及其他新型肥料；货物进出

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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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名称：史丹利化肥销售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临沭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磊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2年01月05日

营业期限：2012年01月0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化肥、硫酸钾、硝酸钾销售；种子销售；施肥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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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19-018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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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步长制药” ）于2018年12月7日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人拟共同投资巴斯德（广州）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拟出资4,165万元人民币对巴斯德（广州）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斯德（广州）” ）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持有巴斯德（广州）

83.3%的股权。公司董事、销售副总裁薛人珲拟出资50万元对巴斯德（广州）进行增资，增资后

薛人珲持有巴斯德（广州）1%的股权，由其配偶段琳代为持有；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

裁蒲晓平拟出资25万元对巴斯德（广州）进行增资，增资后蒲晓平持有巴斯德（广州）0.5%的

股权，由其配偶陈隽平代为持有；公司医疗器械销售总监、销售标的企业产品的事业部负责

人胡昂拟出资10万元对巴斯德（广州）进行增资，增资后胡昂持有巴斯德（广州）0.2%的股

权。其他非关联方自然人刘旭东拟出资375万元人民币对巴斯德（广州）进行增资，增资后刘

旭东持有巴斯德（广州）7.5%的股权，巴斯德（有限合伙）拟出资365万元人民币对巴斯德

（广州）进行增资，增资后巴斯德（有限合伙）持有巴斯德（广州）7.5%的股权。

二、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与有关各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巴斯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之合作框架协议》及《关于巴斯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等协议（以下统称

为“协议”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巴斯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丙方：巴斯德（广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丁方一、丁方二、丁方三合称丁方）：

丁方一：刘旭东

丁方二：董宝石

丁方三：王旭

戊方（戊方一、戊方二、戊方三合称戊方）：

戊方一：薛人珲

戊方二：蒲晓平

戊方三：胡昂

（二）增资安排

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合法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 甲方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巴斯德

（广州）增资4,165万元；丙方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巴斯德（广州）增资365万元；丁方

一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巴斯德（广州）增资375万元；戊方一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

格对巴斯德（广州）增资50万元；戊方二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巴斯德（广州）增资25

万元；戊方三以1元/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对巴斯德（广州）增资1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巴斯

德（广州）的注册资本由10万元变更为5,000万元，步长制药将持有巴斯德（广州）83.3%的股

权，丙方将持有巴斯德（广州）7.5%的股权，丁方一将持有巴斯德（广州）7.5%的股权，戊方一

将持有巴斯德（广州）1%的股权（可由戊方一的夫人段琳代持），戊方二将持有巴斯德（广

州）0.5%的股权（可由戊方二的夫人陈隽平代持），戊方三将持有巴斯德（广州）0.2%的股

权。

（三）增资款用途

甲方、丙方、丁方一及戊方本次增资款应用于乙方日常经营、后续可能的收购或甲方书

面认可的其他用途。乙方使用增资款应经其财务总监等财务部门审查，并经乙方董事会审议

通过，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支付方式及期限

在协议约定条件满足且工商登记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甲方、丙方、丁方一、戊方应按出

资比例首先向乙方合计支付首期增资款1,000万元。 在协议约定条件满足、 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收购潜在的公司（甲方书面认可的IVD体外诊断试剂企业）的收购协议签署且乙方、丁

方、原股东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甲方、丙方、丁方一、戊方应按出资比例再向乙方合计支付

剩余增资款3,990万元。

（五）交付安排

甲方实际接管乙方：在本次增资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丁方、原股东保证将乙方交由甲方

管理，并向甲方移交乙方全部的资产、财务资料、行政许可及其他资料、营业执照、公司公章

印鉴等，保证甲方委派的人员可以完全接管乙方的整体经营。

（六）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巴斯德（广州）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有权推荐2名董事候

选人。董事长由甲方推荐董事候选人担任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巴斯德（广州）财务总监由甲

方推荐人员担任，并由董事会聘任产生。

（七）协议生效时间

协议自签约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加盖甲乙丙各方公章且丁方、戊方

签字之日起生效。

（八）违约责任

自协议签署之日起，签约各方应积极履行有关义务及保证承诺，任何违反协议规定的行

为均构成违约，违约行为经守约方书面通知发出之日起30日内应当予以补救，如违约方逾期

不补救的，违约方应在前述期满之日起5日内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伍佰万元整的违约金，致使

守约方承担任何费用、责任或蒙受任何损失（以下简称“损失” ）的，违约方应同时就上述任

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违约而支付或损失的利息以及律师费）赔偿守约方。违约方向守约

方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应当与因该违约行为产生的损失相同， 上述赔偿包括守约方因履约而

应当获得的利益。签约各方违约造成的违约金、赔偿金的支付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按照

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协议。

（九）争议解决方式

协议的订立、效力、变更、解释、履行、终止和由协议产生或与协议有关之争议的解决，均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因履行协议所发生的纠纷，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

将争议提交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审理。

三、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巴斯德（广州）符合公司战略，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势，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此外，本次跟投有利于降低公司股权投资业务风险，强化股权投资相关人员的风险约束

和激励，有利于实现经营者与所有者的有机结合，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