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70�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19〕010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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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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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820,309.36 1,808,779,366.16 -36.04%

营业利润 174,742,129.75 367,163,795.26 -52.41%

利润总额 184,869,170.97 375,982,338.74 -5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908,325.90 306,459,708.94 -46.19%

基本每股收益 0.22 0.40 -4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7% 15.14% 下降7.7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89,016,682.07 3,172,751,785.43 2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00,578,579.10 2,176,499,952.36 5.70%

股本 759,239,130 506,159,42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03 2.87 5.57%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财务报表数据。

2、为保持可比性，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及本报告期初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均经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5,682.03万元，同比下降36.04%。实现利润总额18,

486.92万元，同比下降50.8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490.83万元，同比下降

46.19%。本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下降的原因主

要包括：（1）报告期内，受国内光伏政策影响，公司积极应对，主动调整了光伏工程业务规模。

（2）报告期内，公司发行了7亿元的公司债，导致财务费用有所增加。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08,901.67万元，较期初增长28.88%。负债总额178,275.23

万元， 较期初增长7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0,057.86万元， 较期初增长

5.70%。

报告期内，因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由506,159,420股增加至759,239,130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11500万元–17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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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19� � �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19-013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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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名臣健康用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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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276,524.01 641,639,180.48 -14.86%

营业利润 37,451,865.33 55,709,395.71 -32.77%

利润总额 39,708,331.29 55,903,922.35 -2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71,229.14 48,508,904.00 -35.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79 -5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5% 16.09% 下降10.3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99,019,378.58 684,716,218.56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52,506,427.72 537,519,964.58 2.79%

股本 81,423,830.00 81,423,83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6.79 6.60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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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6,276,524.01元，同比降低14.86%；实现营业利润37,

451,865.33元，同比降低32.77%；实现利润总额39,708,331.29元，同比降低28.97%；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71,229.14元，同比降低35.54%。经营业绩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受市场环境变化和销售渠道调整的影响，导致营业收入下降。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99,019,378.58元，较上年末增长2.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552,506,427.72元，较上年末增长2.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79元，较上年末增长2.88%。财务状况指标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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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

绩的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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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23� � �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2019-006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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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622,697.43 426,075,458.76 21.02%

营业利润 43,989,748.51 11,090,640.02 296.64%

利润总额 50,702,234.42 22,046,721.33 1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110,296.40 34,368,947.93 95.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05 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 0.95% 0.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194,163,759.58 6,246,226,829.87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78,565,857.06 3,489,638,893.16 -0.32%

股本 756,791,003.00 756,791,00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60 4.61 -0.22%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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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562.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02%；实现营业利润4,

398.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6.64%；实现利润总额5,070.2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11.0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2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

司加强管理，经营效率不断提升，经营状况稳步向好，以及非经常性收益增加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为36.41%。资产总额为619,416.38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47,856.5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32%。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贵阳银行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为90%至11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95.26%。

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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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74�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9-005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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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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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477,875.00 742,004,732.30 9.36%

营业利润 33,077,700.90 32,762,989.06 0.96%

利润总额 33,038,544.75 32,271,188.49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14,315.32 32,763,224.88 0.7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31 0.0527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31% -0.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24,756,655.10 2,592,957,508.72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55,131,125.02 1,424,157,730.23 2.17%

股本 622,200,000.00 622,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34 2.29 2.18%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全面摊薄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81,147.7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301.4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77%。

2、财务状况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分别

比上年同期增长0.96%、2.38%、0.77%、0.68%，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产品毛

利增加；（2）报告期内公司薪酬及研发费用增加；（3）报告期内按账龄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0.00%～50.00%，变动区间为3,276.32万元～4,914.48万元。本次业绩快报与上述预计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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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9-005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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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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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8,567.91 141,594.11 19.05

营业利润 2,105.39 -2,351.15 189.55

利润总额 2,036.76 -1,848.85 2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5.16 -1,716.18 20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609.77 -4,139.74 138.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9 -0.018 20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4% -0.72% 1.46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99,573.25 410,845.2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517.03 239,712.47 0.75

股 本 96,000.00 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52 2.50 0.80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8,567.9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05%，营业成本

135,363.6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81%。

2、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105.39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加189.55%； 利润总额2,

036.7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0.1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5.16万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204.02%。

公司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有：

报告期内，在销售方面：受益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工程机械行业回暖以及“一带

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公司主导产品在工程机械领域、装备制造领域以及“一带一路” 建设

领域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签订的优质订单亦对公司整体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在期间费用方面：公司不断改进经营策略，注重提升业务效率，在保持业务规模稳定增长

的前提下，严控费用，整体费用率稳步下降，使盈利空间不断扩大。

在研发方面：公司持续的、一贯的重视新产品研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并完成成果转换

的“新产品” 成功实现国产化替代，拓宽了市场空间，议价能力不断提升，亦使2018年签署了

诸多精品工程；同时，公司调整销售价格体系及报价模式，盈利能力不断得到夯实。

3、 公司2018年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175.39万元， 较2017年非经常性损益2,423.56万元减

少，主要原因是2017年度公司处置资产获得的收益金额较大。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未发生增减；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2.52元，同比去年增长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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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2018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付强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李

俊茹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55� � � �证券简称：东方新星 公告编号：2019-027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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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方新星” ）于2018年度发

生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东方新星以截至置出资产评估基准日（2018年5月31日）全部资产及负

债与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为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赛康药业” ）全体股东持有的奥赛康药业100%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置入资产与置出资

产的差额部分由东方新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自奥赛康药业全体股东处购买。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收购，因此，法律上的母公司东方新星成为壳公司，而

法律上的子公司奥赛康药业成为会计上的购买方， 所以东方新星的合并财务报表根据反向

收购原则编制，公司2018年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比较财务数据将采用会计上的购买方奥赛康药

业2017年度模拟合并财务报表的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93,020.81 340,485.87 15.43

营业利润 74,232.66 69,016.11 7.56

利润总额 75,399.28 69,928.60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839.59 60,753.78 1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8 0.80 1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8% 36.35% 6.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93,854.97 241,529.46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84,828.66 123,955.30 49.11

股 本（万股） 92,816.0351 75,588.2351 2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9 1.64 21.34

注：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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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财务状况稳健，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公司深耕抗消化

溃疡领域和抗肿瘤领域， 相关主要药品市场销售持续增长。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93,020.81万元，较2017年度增长15.43%；实现利润总额75,399.28万元，较2017年度增长7.8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839.59万元，较2017年度增长10.02%。

截至2018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4,828.66万元，资产负债率37.00%；

总资产规模293,854.97万元，较2017年末增长21.66%，主要来源于公司自身经营利润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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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2日对外披露的《北京东方新星石化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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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新星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5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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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9,501.33 318,707.65 44.18%

营业利润 76,203.70 7,032.48 983.60%

利润总额 75,403.53 7,251.49 93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228.88 6,778.96 803.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0.07 8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0.86% 6.6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93,813.68 1,029,707.03 1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40,936.43 795,268.38 5.74%

股 本 95,785.40 95,785.4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78 8.30 5.78%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017年度数据为追溯调整后的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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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501.33万元，同比增长44.18%；实现营业利润76,203.70

万元，同比增长983.60%；实现利润总额75,403.53万元，同比增长939.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61,228.88万元，同比增长803.22%。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均较去

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国际原油均价回升及国内能源安全战略推动，油田服务

市场景气度显著提升，市场对于油田技术服务及钻完井设备等业务需求快速增加，公司各产品

线订单增加，毛利率有所提升，经营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披露《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006号公告）， 报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760%至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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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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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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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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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7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在公司总部大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3日通

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董事，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伟杰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经过审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对应收款项、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固定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

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等进行了充分

的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7,

785.88万元。（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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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

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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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杰瑞股份” ）于2019年2月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对应收款项、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固定资产等各类资产进行了

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可能性、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等进行了充分

的分析、评估和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过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2018年度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7,785.88万元 （未经审

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的金额为准）。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的比例

应收款项 754.67 11.13%

存货 4,002.61 59.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98.20 38.33%

持有至到期投资 98.70 1.46%

固定资产 331.70 4.89%

合计 7,785.88 114.85%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3、 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说明。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7,785.88万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

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185.71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185.71万元。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披露的《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说明

（一）应收款项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原则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将单项金额超过500万元的应收款项视为重大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于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按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

单项测试未减值的应收款项，汇同以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的组合按

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1：账龄组合 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组合2：合并范围内公司间应收款项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的应收款

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1：账龄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2：合并范围内公司间应收款项 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6个月以内（含6个月） 1% 1%

7-12个月 5% 5%

1－2年 20% 20%

2－3年 50% 50%

3一4年 80% 80%

4年以上 100% 1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不重大且按照组合计提坏账准备不能反映其风险特征的应

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提坏账准备

2、坏账准备计提金额

2018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应收款项账面余额、期末减值准备余额及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末账面余额 期末减值准备 期末账面价值

本期计提

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判断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5,409.22 3,684.28 1,724.94 1,013.88

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294,772.35 38,429.39 256,342.96 -259.21

合计 300,181.57 42,113.67 258,067.90 754.67

（二）存货

1、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原则

公司在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根据存货全面清查的结果，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

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按估计的市价扣除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

及销售费用和税金确定。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

公司按上述会计政策，对2018年度存货进行全面清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存货跌价准备 6,005.60 4,053.31 455.79 9,603.12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计提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 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是严重或非暂

时性下跌时，表明该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其中“严重下跌” 是指期末公允价值相

对于成本的下跌幅度达到或超过50%；“非暂时性下跌” 是指公允价值相对于成本连续下跌时

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

降形成的累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 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该资产初始取得成本扣除

已收回本金和已摊余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

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减值损失转回确

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 或与该权益工具挂

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不予转回。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2015年7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杰瑞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与Plexus� Holdings� plc.（以下简

称“plexus” ）签订了《认购协议》，公司认购Plexus新发行的普通股4,468,537股，每股价格1.80

英镑，认购金额 804.34万英镑。公司计划长期持有Plexus股票，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Plexus

股价持续下跌，截止2017年12月29日，股价已下跌至0.6英镑/股，跌幅66.67%，2017年度公司计

提5,988.01万元的减值准备。2018年度股价持续下跌至0.505英镑/股。

2015年9月，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杰瑞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参与百勤油田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百勤油服” ）的配发，以0.79港元/股认购百勤油服配售的4,500万股股份，投资总额为

3,555万港元。公司计划长期持有百勤油服配售的股票以强化战略合作关系，在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核算。 百勤油服股价持续下跌，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股价已下跌至0.24港元/股， 跌幅

68.27%。

公司按上述会计政策，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5,933.53 2,598.20 - 8,531.73

（四）持有至到期投资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减值判断，2018年度拟计提减值准备98.70万

元。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960.26 98.70 - 2,058.96

（五）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原则

对于固定资产，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

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

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

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

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

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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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公司按上述会计政策，对2018年度固定资产进行全面清查，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如下：

单位：万元

类 别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331.70 - 331.70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

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且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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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8年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六、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

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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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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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7日，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3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方式送达给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胡文国先生、吴

艳女士因公出差以通讯方式表决。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胡文国先生召集并主持，全体监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议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议案内容请见《关于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内容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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