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535� � �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2019-0009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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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9,470,930.37 1,651,884,332.25 36.78%

营业利润

80,701,420.55 2,436,725.76 3211.88%

利润总额

77,655,897.61 23,077,113.84 2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40,281.01 35,068,075.68 -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 1.14% -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704,056,939.65 7,722,571,812.74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52,718,258.88 2,920,777,977.87 1.09%

股本

801,683,074.00 801,683,07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68 3.6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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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9,470,930.3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6.78%；实现利润总额77,655,

897.6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36.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940,281.01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了8.92%。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受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及煤炭行业的好

转，公司主营业务量增加。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

变化影响递延所得税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7,704,056,939.65元，同比降低0.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952,718,258.88元，同比增长1.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68元，同比增长1.1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06）预计2018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300万元至4,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3,194.03万元，与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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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19-005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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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0,727,052.53 8,127,247,316.47 21.70%

营业利润

545,280,293.36 376,620,014.20 44.78%

利润总额

298,499,028.92 372,362,135.23 -1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135,994.08 271,952,321.59 10.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25 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8% 10.33% 0.1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577,432,640.51 13,016,175,276.78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90,723,650.10 2,746,829,821.61 8.88%

股本

1,102,500,000.00 1,102,5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1 2.49 8.84%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

2018

年，公司努力发挥优势，加强市场拓展，积极开发轨道交通、市政路桥等基础设施和政府重大工程项目，建筑业新

承接工程超过

132

亿元，其中轨道交通、市政工程占比

76%

。 轨道交通工程新承接业务

57

亿元，全年完成盾构掘进

25.7

公

里。

公司新中标宁波市通途路综合管廊、杭州市大毛坞

--

仁和大道供水管道、嘉兴市域外配水盾构、福建省平潭及闽江

口水资源配置等管廊及水务工程，宁波市西洪大桥及接线、宁波鄞县大道改造提升、宁波姚江南岸滨江休闲带、安庆市经

开区元山南路及西宁路道排等路桥市政工程，杭州地铁

3

号线一期、杭州地铁

7

号线、杭州地铁

4

号线二期、苏州市轨道交

通

6

号线（首批）等轨道交通工程，宁波市奉化区西河路旧城拆迁安置用房、浙江海洋运动中心（亚帆中心）、上海市徐汇滨

江公共开放空间市政及配套建筑等重大工程项目。

公司重视科技创新、研发投入，首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

项，实现国家科学技术奖“零的突破”；获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浙江省、宁波市科技奖各

1

项，省级博士后工作站申报成功，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专利

13

项，参与标准

编制

2

项；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有效期三年。

2

、

2018

年，公司青海

80

兆瓦光伏并网电站正常运营，完成发电量

14,883

万度；加快房地产项目开发及销售，新签商品

房销售合同

10.62

亿元。

3

、

2018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及净利润保持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

989,072.71

万元，同比增长

21.70%

，其中，建筑施工

收入

878,451

万元，占营业总收入

88.82%

；房地产收入

94,878.61

万元，占营业总收入

9.59%

；营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8%

，主

要原因为随着营业收入的增长，营业利润随之大幅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013.60

万元，同比增长

10.36%

。

4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正常，总资产

1,457,743.26

万元，同比增长

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9,

072.37

万元，同比增长

8.88%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披露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时对

2018

年度全年业绩的预计为同比上年增长

30%

以内，本次业绩快报全年业绩同比

增长与三季报披露的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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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18� � � �证券简称：

*

ST华信 公告编号：2019-023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进展暨减持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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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国际” 或“公司”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及向控股股东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信” ）确认，获悉

控股股东上海华信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情形， 此次被动减持系由于福建福日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上海华信合同纠纷一案，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协助将被执行人上海华信持有的15,352,100股华信国际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的冻结（原冻结案号为（2018）闽01财保3号）变为可售冻结，并在三十个交易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大

宗交易等证券交易方式将上述股份卖出。 上述被动减持相关公告如下：

公告日期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公告内容

2019

年

1

月

26

日

2019-007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

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披露了上海华信因司法强制执行而被动减持的具

体情况，并提示相关风险。

2019

年

2

月

14

日

2019-013

《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的进展公告》

披露上海华信被动减持进展公告。 截至

2019

年

2

月

12

日，上海华信因司法强制执行在减持区间的

减持数量已超过半数，并提示相关风险。

一、控股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1、被动减持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

减持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减持方式

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3

日

900,000 0.04%

集中竞价

2019

年

1

月

24

日

1,050,000 0.04%

2019

年

1

月

25

日

650,000 0.03%

2019

年

1

月

28

日

700,000 0.03%

2019

年

1

月

29

日

950,000 0.04%

2019

年

1

月

30

日

700,000 0.04%

2019

年

1

月

31

日

750,000 0.03%

2019

年

2

月

1

日

95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1

日

95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2

日

85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3

日

95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4

日

88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5

日

810,000 0.04%

2019

年

2

月

18

日

750,000 0.03%

2019

年

2

月

19

日

700,000 0.03%

2019

年

2

月

20

日

650,000 0.03%

2019

年

2

月

21

日

600,000 0.02%

2019

年

2

月

22

日

560,000 0.03%

2019

年

2

月

25

日

520,000 0.02%

2019

年

2

月

26

日

482,100 0.02%

合计

15,352,100 0.67%

2、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

2019

年

1

月

22

日）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

2019

年

2

月

26

日）

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上海华信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384,501,534 60.78% 1,369,149,434 60.11%

截至2019年2月26日，上海华信因司法程序被动减持的股份已全部执行完毕，共计15,352,1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67%。

本次减持是法院在未通知上海华信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司法处置造成的被动减持行为， 并非主动减持行

为。

二、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上海华信本次股份被动减持是因司法强制执行处置股份所致，未产生任何收益。上海华信未提前获悉

公司任何重要未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行为。

3、上海华信没有关于买入或卖出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也不存在其他应履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141� � � �证券简称：和顺电气 编号：2019-015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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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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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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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919,296.80 542,710,320.68 46.66%

营业利润

10,416,611.14 22,073,036.46 -52.80%

利润总额

17,029,785.67 17,587,420.82 -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42,469.39 6,101,084.85 56.4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4 0.02 1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32% 0.87% 0.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61,002,134.05 1,198,912,552.31 3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09,354,432.23 693,760,223.55 2.25%

股 本

255,499,600.00 255,179,600.0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69 2.7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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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5,919,296.80元，同比增长46.66%，主要系中标合同金额较去年同期有所

增长，并部分已交货确认收入所致。

2、营业利润10,416,611.14元，同比下降52.80%，主要系市场竞争激烈，部分产品中标价格偏低，人力成本

提高等原因所致。

3、利润总额17,029,785.67元，同比下降3.17%，主要系市场竞争激烈，部分产品销售价格偏低，人力成本提

高，以及三项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大等原因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42,469.39元，同比增长56.41%，主要系本期净利润较去年同期有所增

长所致。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561,002,134.05元，较期初增长30.20%，主要原因系公司规模扩大，应收账款、

存货、银行贷款、应付账款等债权债务相应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股本较上年同期增大0.13%，主要系2018年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限制性股票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69元，较期初下降1.10%，主要系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较期初有所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的业绩与2019年1月24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的《2018年度业

绩预告》中预测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公司将

在 2018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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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工业园区和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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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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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835,824.97 3,279,935,046.43 -5.73%

营业利润

126,813,051.73 392,922,738.36 -67.73%

利润总额

122,041,162.80 386,248,596.85 -68.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916,041.04 326,160,959.85 -6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40 0.4089 -6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8.96% -6.0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607,089,697.12 5,609,719,548.82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245,435,880.67 3,752,128,620.72 -13.50%

股本

797,652,687.00 797,652,687.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4.0687 4.7040 -13.51%

注：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91,835,824.97元、 营业利润126,813,051.73元、 利润总额122,041,162.80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916,041.04元、基本每股收益0.1340元/股，分别较2017年下降5.73%、

下降67.73%、下降68.40%、下降67.22%、下降67.23%。 影响业绩的主要原因：

（1）我国电梯行业在新增电梯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行业竞争尚无明显缓和迹象，为适应市场形势变

化，稳定市场占有率，公司产品销售价格承压，影响了毛利率。

（2）2018年受去杠杆影响，国内房地产和基建建设资金来源收紧，地产行业竣工节奏放缓，对公司在

手订单转化、主营业务收入规模产生了一定影响。

（3）受供求关系影响，主要大宗原材料价格历史涨幅较大，并维持在较高水平，原材料价格的

上涨传导至公司主要原材料成本及外购部件的成本上涨， 对公司相应时期的结转成本造成不利影

响。

（4）公司2017年12月对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新建电梯试验中心项目” 进行了资产转

固，包括技术中心大楼、试验塔、天桥辅助设施三个子项目，导致2018年度与资产相关的计提折旧增加；同

时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也影响了报告期利润。

（5）公司仍看好电梯主业未来发展趋势，维持对康力品牌、渠道升级、服务质量提升等投入，薪酬等费

用增加。

2、财务状况

公司2018年末总资产5,607,089,697.12元，较2017年末减少0.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

245,435,880.67元，较2017年末减少13.50%；股本797,652,687股，与2017年末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4.0687元，较2017年末减少13.51%。

公司2018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2017年末减少13.50%，主要原因系公司2018年内先

后实施了两次现金分红，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8,239,515.25元，导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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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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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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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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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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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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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8,219,992.58 1,600,287,780.35 10.49%

营业利润

154,927,726.34 131,705,003.81 17.63%

利润总额

159,516,193.13 133,905,395.33 1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3,058,228.41 85,644,383.04 2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13 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6% 5.72% 0.7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571,500,466.29 2,236,816,008.59 1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658,352,649.55 1,545,508,609.68 7.30%

股 本

667,731,000.00 650,480,000.00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48 2.38 4.20%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

2018年，公司继续坚持积极稳健的经营策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不断推进研发和业务模式创新，核心

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不断提高，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利润的稳步增长。 同时，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份

支付费用的增加及商誉减值的计提对利润有所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822.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05.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33%；基本每股收益0.1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08%。

2、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257,150.0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65,835.2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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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7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

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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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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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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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2月22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按照谨慎性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财务部门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

厦门烯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成石墨烯” ）非同一控制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聘

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烯成石墨烯发生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并基

于谨慎性原则， 预计2018年全年对烯成石墨烯非同一控制合并形成的商誉减值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

币。 最终数据有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确定。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

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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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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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商誉的形成

2016年9月，为打造石墨烯新材料应用平台，完善公司石墨烯产业链，公司以16,175.98万元自有资金受

让厦门烯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成石墨烯” ）股东蔡伟伟、宁波赛宝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厦门乾盈领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刘长江、王振中、杭州赛圣谷海大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林行、浙江赛伯乐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烯成石墨烯合计53.8915%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苏州德尔石墨烯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烯成石墨烯74.2316%股权，超过烯成石墨烯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84,251,482.14元的部分确认为商誉，即本次交易形成商誉184,251,482.14元。

2、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

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

失。 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

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

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2017年度，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于年末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聘请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基于商誉减值测试的烯成石墨烯于2017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苏中

资评报字（2018）第6028号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确定烯成石墨烯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较包含商誉的相

关资产组账面价值低75,711,002.39元， 首先确认商誉资产减值损失75,711,002.39元。 公司按照投资比例

74.2316％在合并报表层面确认商誉减值准备56,201,488.45元，对烯成石墨烯非同一控制合并形成的商誉账

面价值128,049,993.69元。

2018年度，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按照谨慎性原则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财务部门以2018年12月31日

为基准日对烯成石墨烯非同一控制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烯成石墨烯发生

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评估。 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并基于谨慎性原则，预计2018年全年对烯

成石墨烯非同一控制合并形成的商誉减值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最终数据有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确定。

3、本次商誉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公司对烯成石墨烯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 已经公司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超过5,000万元，该项减值损失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相应减少了公司

2018年净利润，导致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不超过5,000万元。 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

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

司资产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

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经过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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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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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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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2月22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芸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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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尔未来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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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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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5,299,120.77 4,373,293,978.76 5.53

营业利润

954,688,799.38 1,506,443,939.79 -36.63

利润总额

948,814,500.46 1,530,229,612.49 -3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3,040,310.80 1,305,103,508.11 -38.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7 1.15 -4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1% 27.87%

减少了

15.96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812,015,234.29 8,767,729,780.43 1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85,534,874.36 6,468,495,433.21 3.36

股本

1,027,268,194.68 1,027,268,194.68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4 5.36 3.36

注：1、上述数据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本报告期计算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股本为发行在外的股本。 公司发行在外的股本为1,206,

974,577股，合并报表的股本为1,027,268,194.68股，存在差异的原因系2014年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

向购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的会计处理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615,299,120.7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53%；营业利润954,688,799.38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6.63%；利润总额948,814,500.4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00%；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03,

040,310.8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8.47%；基本每股收益为0.67元/股，同比减少41.7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11.91%，同比下降15.96个百分点。

2018年度，公司实现的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维生素B5产品所处维生素行业整体市场行情以下行为主，市场价格从高位回落，虽

2018年末市场行情有所好转， 市场报价明显上扬， 但公司维生素B5产品价格较上年同期整体下降幅度仍较

大，自2017年第四季度历史最高位到2018年第二季度下降到近年来历史最低位，导致原料药板块整体经营业

绩较上年同期下滑较大，是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在继续保持维生素B5产品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及时调整原料药产品的生产经营策略，利

用维生素原B5产品的有利市场行情，加大维生素原B5产品的销售，使得维生素原B5产品销售收入呈倍数增

长，减少了报告期内因维生素B5价格下降使公司原料药板块收入与利润下降的幅度。

（2）报告期内，公司药品制剂板块，面临“两票制”在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全面执行的情况下，公司利用自

身在学术推广及营销网络的资源优势，精耕细作，不断开拓市场，使合作（代理）产品业绩稳步增长；同时，在

前期内部企业、业务及产品整合的基础上，公司加大其他自有产品的市场开发和推广力度，使得报告期内自

有产品增长明显；在自有产品及合作（代理）产品稳步增长的驱动下，2018年药品制剂板块实现营业收入较

上年增长近40%，为实现公司整体业绩奠定了基础。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余额为9,812,015,234.29元，比期初增长11.91%，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收购公司、

经营贡献利润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685,534,874.36元，比期初增长3.36%，主要系本年

度经营贡献利润以及分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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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6日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

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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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2月28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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