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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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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注2】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1,271,973,915.76 997,742,267.47 997,742,267.47 27.49%

营业利润 366,311,517.49 267,284,968.90 264,724,943.47 38.37%

利润总额 366,851,007.39 272,340,893.25 269,779,632.27 3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391,370.74 230,474,158.71 227,912,897.73 36.19%

基本每股收益注【3】 0.40 0.29 0.29 3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0% 6.04% 5.73%

上升1.77个百分

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幅度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5,209,145,856.18 4,793,419,172.33 5,027,209,019.64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199,883,558.02 3,931,752,338.76 4,029,191,077.78 4.24%

股本 785,186,964.00 490,741,853.00 490,741,853.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注【3】

5.35 5.01 5.13 4.29%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2018年9月和10月， 公司全资子公司方欣科技有限公司及全资二级子公司广

州方欣现代信息产业园有限公司收购广东益东金财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100%

的出资份额，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相关指南、解释

等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对公司2018年度报表期初数及上年同期数进行

追溯调整。

3、根据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

东每10股转增6股，转增后总股本由490,741,853股增至785,186,964股。 上表中按照最

新股本对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本报告期初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进行了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7,197.39万元，较上年增加27.49� %，实现利润总

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6,685.10万元和31,039.14万元，较上年分

别增长35.98%和36.19%。

1.2报告期的财务状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20,914.5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了3.62%；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19,988.36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了4.24%。

1.3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3.1互联网财税板块：国家财税改革节奏加快，国家金税三期深入推广和应用，

用户财税服务需求大量增加，财税机构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近年来公司在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前期大力投入研发的平台和产品开始进入推广阶段，

公司财税云业务收入较上年有大幅上升，2018年， 财税云业务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

长。

1.3.2热处理板块：公司紧跟“中国制造2025” 发展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

品研发为抓手，重点围绕汽车、工程机械、轨道交通、新能源、通用航空及标准件等产

业，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热处理装备方案和商业热处理加工服务，同时在智能制造

项目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2018年，公司热处理业务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

2、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原因说明

因互联网财税业务和热处理业务2018年度较上年均有大幅增长，使得公司营业

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均出现

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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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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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文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褚文兰女士和会计机构

负责人褚文兰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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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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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01,309,116.73 1,504,147,037.75 6.46%

营业利润 333,417,420.61 339,459,402.15 -1.78%

利润总额 337,225,165.22 336,942,453.25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718,976.01 279,229,708.28 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06 0.4723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1% 11.58% -0.1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270,726,683.36 3,824,050,670.41 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95,726,203.70 2,397,292,896.87 12.45%

股本 607,615,305.00 606,822,305.0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44 3.95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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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0,130.91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150,414.70�

万元增长6.46%； 营业利润33,341.74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33,945.94万元下降

1.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571.90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 27,

922.97万元增长2.32%。

报告年度，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全国汽车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及汽车行业的严峻形势，公司聚集优势，以“质量零

缺陷” 为目标，不断夯实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稳定并拓展客户群；同时，公司内

部通过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坚持在营销、研发、管理等领域创新、变革，较

好的完成了公司2018年度各项经营指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427,072.67

万元，较期初增长11.68%，总负债153,184.24万元，较期初增长10.7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9,572.62万元，较期初增长12.4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为：2018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一2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三季报中对2018年全年进行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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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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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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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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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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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082,819,054.33 3,948,396,180.13 3.40%

营业利润 227,556,993.30 221,123,129.35 2.91%

利润总额 225,961,584.07 224,786,058.21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202,568.90 92,060,929.16 8.8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1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3.90% 0.2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933,346,110.62 3,995,884,862.26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79,749,189.11 2,399,326,916.68 3.35%

股本 448,100,000.00 448,1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3 5.35 3.3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上下同心，面对着复杂的市场局面，开拓进取，实现营业总收

入408,281.9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0%；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2,755.70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9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2,596.1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5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020.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84%；主要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好于同期。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393,334.61万元，较期初减少

1.57%；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7,974.92万元，较期初增长

3.35%；主要系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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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增长：0%一20%。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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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宋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郑伟强先生、会

计机构负责人赵海燕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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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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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度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3,913.03万元。

1、固定资产减值概述

为公允反映公司各项资产的价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报

告期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预计资

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时，经过确认计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年末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因技术进步被淘汰

老旧固定资产提取资产减值， 根据市场相关废旧物资回收价格及相关处置费用

估算可回收金额为65.88万元，2018年度需要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913.03万

元。

2、固定资产减值构成

单位：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账面金额 可回收金额 应计提减值金额

1 华新项目EOP 1,921.86 12.08 1,909.78

2 明锐&凌渡项目手工线闲置设备 820.27 8.09 812.18

3 华卫Fabia项目EOP 500.06 1.04 499.02

4 New�Lavida�FL手改自项目 329.28 7.17 322.11

5 253分总成手动线 407.44 37.50 369.95

合 计 3,978.92 65.88 3,913.03

本次固定资产减值主要系公司技术升级、 自动化程度增加、 客户需求的变

化， 原先手工线为主的设备和技术已淘汰， 为了更好的反应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公司对部分生产设备固定资产进行相关处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利润总额3,913.03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会计审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

意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真

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本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将不会影响2018年度业绩预期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后，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符合公

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号）中的业绩范围。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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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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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

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张维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的议案》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能够真实、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28� � �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编号：2019-004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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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

22日以电话、书面、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召集并主

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关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进行全面

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3,913.03万元。

公司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会计审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

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

意本次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6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85� � �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9-01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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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2,282,594.97 10,177,226,827.99 7.62%

营业利润 1,113,109,587.18 1,192,200,226.15 -6.63%

利润总额 1,263,260,927.90 1,196,194,143.17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5,212,594.32 900,563,289.50 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68 0.4118 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9% 15.96% -2.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405,954,695.32 10,049,137,584.54 3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6,327,310,236.30 6,009,167,679.54 5.29%

股本 2,186,879,678.00 2,186,879,67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89 2.75 5.09%

注1：以上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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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和市场结构、优化工艺流

程、加强内部控制及加快转型升级；同时为进一步丰富公司产业结构，发挥现有

业务协同效应， 收购了国内领先模具冲压件企业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95%股权，稳步推进各业务领域整合，保证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2018年度实

现营业总收入10,952,282,594.9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2%。2018年1-12月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5,212,594.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7%，实现了

可持续发展。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3,405,954,695.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40%， 主要系公司收购无锡雄伟精工科技有限公司95%股权及公司增加项目

投资使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327,310,236.3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89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5.09%，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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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0月1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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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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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证券简称：长鹰信质 公告编号：2019-005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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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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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30,796,841.15 2,418,681,635.21 8.77

营业利润 328,933,514.58 325,883,067.46 0.94

利润总额 324,853,135.15 322,741,753.53 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的净利润 260,172,004.25 255,824,727.74 1.70

基本每股收益 0.65 0.64 1.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2% 14.12% -1.4

2018年末 2017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3,442,062,105.23 3,492,782,997.56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62,392,838.46 1,928,222,134.21 12.14

股本 400,020,000.00 400,02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1 4.82 12.24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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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的营业总收入与2017年度同期相比稳步增长，营业总收入增长

8.77%，营业利润增长0.94%，利润总额增长0.6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

1.70%。 上述指标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及子公司业务开拓顺利，规模继续稳步

增长；供给侧改革及去库存持续发力，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公司本期经营成

本偏高；因支付收购北京北航天宇长鹰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款产生的部分专

项贷款，导致本年度财务费用增加，上述因素综合导致本期利润总额基本未发生变

化。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44,206.21万元，较期初总资产349,278.30万元

减少5,072.09万元，减少幅度为1.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16,239.28

万元，较期初192,822.21万元增加23,417.07万元，增长幅度为12.14%。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在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8年年度公司业绩进行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0%一20%，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8年三季

度报告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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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报

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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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300642� � � �证券简称：透景生命 公告编号：2019-010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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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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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846,388.39 302,888,219.46 20.46%

营业利润 165,424,903.82 147,208,340.77 12.37%

利润总额 165,350,440.76 147,181,118.15 12.3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690,851.93 126,814,971.01 11.73%

基本每股收益 1.57 1.54 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0% 18.79% -3.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02,834,742.03 935,164,370.10 17.9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024,151,747.66 895,856,396.41 14.32%

股本 90,843,150.00 60,000,000.00 51.41%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11.27 14.93 -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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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及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36,484.64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20.46%；营

业利润为16,542.4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37%；利润总额为16,535.04万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2.34%；净利润为14,169.0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3%；基本每

股收益为1.5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80%，比去

年同期减少3.99%。

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

原因是：公司围绕2018年度经营目标和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经营情况

呈现稳健、持续增长态势。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由60,000,000股增加至90,843,150股，主要是公司报告

期内实施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向6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

数由60,000,000股增加至60,562,100股。同时，公司2017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以公司股份总数60,562,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计转增

30,281,05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90,843,15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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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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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87� � �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19-007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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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586,586.55 786,678,992.11 27.70

营业利润 157,582,787.49 104,989,903.78 50.09

利润总额 153,065,416.38 102,245,326.92 4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761,058.92 75,286,266.32 4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21 4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6% 7.50% 3.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60,896,852.30 1,444,961,530.32 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108,340,190.10 1,045,919,583.30 5.97

股 本 354,852,000.00 354,852,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12 2.95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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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586,586.55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7.70%； 营业利润157,582,787.49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09%； 利润总额153,

065,416.38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9.7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1,761,

058.9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45%。 上述增长变化，主要系2018年公司积极拓

展职业装市场，客户职业装定制业务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560,896,852.30元，比上年末增长

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08,340,190.10元，比上年末增长

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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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3日披露的《浙江乔治白服饰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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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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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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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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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87� � �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19-006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信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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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2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3日披露的《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及《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

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2月22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

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2月22日）前十名

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池方燃 47,310,000 13.33

2 钱少芝 36,905,000 10.40

3 陈永霞 25,690,000 7.24

4 傅少明 20,320,000 5.73

5 章海霞 14,052,001 3.96

6 池也 10,000,000 2.82

7 曾鸿志 8,872,000 2.50

8 陈明霞 4,920,000 1.39

9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4,242,400 1.20

10 李爱国 3,983,442 1.12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19年2月22日）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钱少芝 36,905,000 10.40

2 傅少明 20,320,000 5.73

3 章海霞 14,052,001 3.96

4 池方燃 11,827,500 3.33

5 池也 10,000,000 2.82

6 曾鸿志 8,872,000 2.50

7 陈永霞 6,422,500 1.81

8 陈明霞 4,920,000 1.39

9 秦皇岛宏兴钢铁有限公司 4,242,400 1.20

10 李爱国 3,983,442 1.12

特此公告。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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