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336� � �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9-005

人人乐连锁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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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5,274,287.25 8,855,285,521.76 -8.24%

营业利润 -301,830,850.65 -430,703,650.33 29.92%

利润总额 -318,110,053.31 -524,509,435.03 3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5,046,084.75 -538,411,641.42 3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626 -1.3460 35.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2% -26.42% 4.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671,815,687.20 5,247,911,787.32 -1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23,342,848.61 1,768,388,933.36 -19.51%

股本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56 4.4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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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527.43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24％；实现营

业利润-30,183.0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92％；实现利润总额-31,811.01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39.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04.61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35.9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67,181.57万元，较期初下降10.9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2,334.28万元，较期初下降19.51%。公司财务状况正常。

受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报告期主营销售收入同比下滑；同时，公司战

略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损失对利润有较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

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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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6,000万元～-28,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经营业绩在以上业绩预计范围内，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 预计2018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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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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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92� � �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0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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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83,081,555.68 279,081,923.51 37.26�%

营业利润 -9,528,099.67 39,556,322.21 -124.09%

利润总额 -7,252,524.72 50,064,280.06 -11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8,026.19 36,181,047.66 -119.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65 0.1393 -11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4.81% 减少 5.7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77,820,746.23 1,077,936,628.73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62,626,435.25 769,568,781.79 -0.90%

股本 259,655,203.00 259,655,20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94 2.96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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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及影响因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77,820,746.23元，比报告期初减少0.01�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62,626,435.25�元，比报告期初减少0.9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94元，比报告期初减少0.68%� 。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83,081,555.68元，同比增加37.26%；实现营业利

润 -9,528,099.67�元， 同比减少124.09%� ； 利润总额 -7,252,524.72元， 同比减少

114.4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878,026.19元，同比减少119.01� %；基本每

股收益 -0.0265，同比减少119.02%。

2、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加，其主要原因是子公司融达锂

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展锂精矿贸易业务，增加了公司的营业收入。

（2）本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

每股收益同比大幅下降， 其主要原因是： ①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达锂业仍未复工复

产，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库存锂精矿委托加工成碳酸锂的销售利润；②本告期

内下半年锂盐产品市场价格持续回落， 导致公司锂盐加工及冶炼业务板块利润大

幅下降；③本报告期内受下半年钴产品市场价格下跌，造成主营钴产品业务的参股

公司需大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导致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减少；④本报告期内锂电池

设备业务即征即退增值税、首台套等政府补助收入同比大幅减少，导致其他收益和

营业外收入大幅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人民币-700万元至

-5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

的业绩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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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93�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8-006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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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7,956,977.34 1,193,226,062.36 11.29

营业利润 109,521,807.09 73,593,389.32 48.82

利润总额 131,217,281.73 101,666,381.62 2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477,527.08 70,933,068.09 40.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27 4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5% 2.83% 1.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13,585,588.62 4,584,871,878.81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606,113,981.98 2,532,952,523.50 2.89

股本 261,715,550.00 261,715,55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9.96 9.68 2.89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因四舍五入原因，尾数可能存在微

小差异。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实现营业收入132,

795.70万元，同比上升11.29%；实现营业利润10,952.18万元，同比上升48.82%；实现

利润总额13,121.73万元，同比上升29.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

947.75万元，同比上升40.24%。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充分发挥面料服装

一体化产业链优势，坚持大客户、大项目战略，整合线上线下流量资源，扩大营销

渠道实现多元化经营，盈利水平显著提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81,358.56万元，较期初

增加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0,611.40万元， 较期初增长

2.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9.96元，较期初增长2.89%。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9,000万元~12,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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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初步核算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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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亚夫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义英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如意毛纺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19-008

深圳市中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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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3,196.73 317,299.63 30.22%

营业利润 25,154.18 20,563.93 22.32%

利润总额 24,515.46 20,227.88 2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47.34 16,075.00 4.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08 0.2679 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1% 8.12% -0.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73,340.38 412,995.23 1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7,434.01 203,539.20 6.83%

股 本 60,000.00 6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6239 3.3923 6.83%

注：1、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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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净资产指标

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0.22%，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22.32%，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1.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4.8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6,705.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5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14.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比报告期初增长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初增

长6.8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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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幅度则为0%至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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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在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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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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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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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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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1,549,902.78 2,353,265,951.40 13.10%

营业利润 239,768,721.71 223,883,103.36 7.10%

利润总额 227,686,820.06 220,419,778.75 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341,454.97 187,571,319.95 11.61%

基本每股收益 0.5234 0.4689 11.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5 7.37 增加0.1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末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7,281,080,154.39 6,937,963,035.99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93,768,118.91 2,677,323,508.49 4.35%

股本 400,000,000.00 4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98 6.69 4.3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时尚女装产品的年轻化、时尚化打造能力持续提升，以客户

需求为中心的营销能力不断提高，渠道布局下沉加快推进，新零售模式成效开始

显现，线上销售增长同比增幅较大，实现女装业务营业收入139,455.34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4.80%；同时，随着公司医疗美容业务规模扩大和经营业绩的整体上

升，实现医疗美容业务收入47,963.8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26%。2018年度，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266,154.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10%；实现营业利润23,976.87

万元、利润总额22,768.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34.15万元，分别

较上年同期增长7.10%、3.30%和11.61%。

报告期内，公司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战略不断推进，已形成了时尚女装为

核心，医疗美容、绿色婴童和资产管理等各业务板块相互独立又能互相协同的业

务模式，共同致力于公司整体盈利能力的全面提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28,108.02万元，较期

初增长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9,376.81万元， 较期初增长

4.35%，主要是未分配利润增长所致；资产负债率41.12%，较期初下降4.5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告中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934.15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11.61%，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业绩预计的范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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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85� � �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19-018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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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3,350,442.90 8,211,546,958.79 -8.02%

营业利润 753,172,450.86 1,471,075,571.97 -48.80%

利润总额 765,829,718.42 1,491,090,975.88 -4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7,184,449.17 1,003,883,544.29 -5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49 -5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21.85% -13.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233,636,583.63 13,633,494,506.97 -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36,775,251.20 5,068,442,723.78 5.29%

股本 2,042,970,972.00 2,043,978,097.00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61 2.48 5.2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553,350,442.90元，同比下降8.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7,184,449.17元，同比下降了

55.45%，基本每股收益为0.22元，同比下降55.10%。

2018年度公司交易服务业务的结算进度受市场宏观政策的影响，结算确认的收入同比下降，影响当期利润；同时，公司资产运营业务

持续投入，致使2018年度资产运营业务的前期运营账面亏损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1）公司2018年度财务状况平稳良好，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233,636,583.63元，较期初减少了2.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5,336,775,251.20元，较期初增长了5.29%。

2）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总额2,042,970,972.00元，较期初减少了0.05%，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中因个

人原因离职及第二个解锁期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公司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了股本1,007,125.00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公告《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的幅度为：

40%～6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55.45%，符合前次的业绩预计。

四、其他说明

公司没有其他需要特别说明和提示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劲松、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朱敏、会计机构负责人童朝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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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希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9-020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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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方精工” ）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2月2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发出，

并于2019年2月26日下午2: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举行。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

“监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会

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送达全体监事。监事会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的通

知方式：电话通知、直接送达、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

3日前通知全体监事。因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监事会临时会议的，召集人可以

不受前述通知时限、方式的限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

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合规。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惠仪主持，

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程序合法合

规。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在遵守会计原则，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前提下进行的，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计提2018年

度资产减值准备的最终数据以年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为准。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9-017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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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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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7,581,960.36 4,684,845,398.24 42.32%

营业利润 -3,397,921,388.87 610,691,530.44 -656.41%

利润总额 -3,400,486,689.75 646,929,274.48 -62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24,460,773.97 490,498,337.12 -798.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6 0.31 -69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75% 8.85% -66.60%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632,471,141.08 12,437,799,208.64 -2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4,455,367,849.42 7,670,809,269.32 -41.92%

股本 1,838,647,096.00 1,149,154,435.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2 6.68 -63.77%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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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6,758.20万元，同比增长42.32%；实现营业利润

-339,792.14万元， 同比下降656.41%； 实现利润总额-340,048.67万元， 同比下降

625.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2,446.08万元，同比下降798.16%；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63,247.11万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22.5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45,536.78万元， 较本报告期初下降41.92%； 股本

183,864.71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60%。

2018年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鉴于全资子公司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普莱德” ）2018年利润下滑，结合其目前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行业发展情况，公司认

为因收购北京普莱德100%股权而形成的商誉存在大额减值迹象， 基于谨慎性原

则，公司计提了约34.5亿元的商誉减值准备。最终的商誉减值金额以公司聘请的年

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为准。

（2）公司原有主业“高端智能装备” 板块业务2018年受益于供给侧改革、产

业升级和客户集中度提升等行业趋势的积极影响，销售收入、净利润和资产规模

稳步增长，报告期内“高端智能装备” 板块贡献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的增长幅

度约为30%， 贡献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

期增长幅度约为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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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变动区间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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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9-019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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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

议于2019年2月26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董事会

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电话通知、直接送达、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

式；通知时限为：会议召开3日前通知全体董事。因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

临时会议的，召集人可不受签署通知时限、方式的限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为董事长唐灼林先

生。应参与表决的董事人数为6人，实际参与表决人数6人，独立董事何卫锋先生委

托独立董事麦志荣先生代为表决并签署会议决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8，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中的相关财务数据以公司年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9-018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计提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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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精工” 或“公司” ）于2019

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第三十二次（临时）董事会、第三届第二十一次（临时）监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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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

和2018年度经营业绩，公司和下属子公司在2018年度终了，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

面清查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详情如下表所示：

计提减值准备的

资产名称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绝对值的比例

商誉 347,997.20 709.48%

存货 3,367.23 6.86%

应收账款 3,768.60 7.68%

合计 355,133.03 7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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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已经调整了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

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9-017，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最终数据以经年审机

构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中财务数据为准。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获得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临时）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次计提2018年度资

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的要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

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

间不予转回。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

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按以下步骤处理：首先对不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

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

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首先

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中除商誉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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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普莱德” ）为公司在

2017年通过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鉴于北京普莱德2018年度经营

业绩下滑，结合其目前经营情况以及未来行业情况，公司认为因收购北京普莱德

100%股权而形成的商誉存在大额减值迹象。公司经审慎评估，对收购形成的商誉

计提减值准备344,785.23万元，详情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北京普莱德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100%

（1）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

①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99,375.75

②商誉账面价值 414,226.91

合计=①+② 513,602.66

（2）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68,817.43

（3）商誉减值金额 344,785.23

此外，公司对收购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胜动力” ）

产生的商誉的减值测试正在进行中。公司基于谨慎原则，对收购百胜动力形成的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3,211.97万元。

以上最终的商誉减值金额以公司聘请的年审机构出具的2018年度审计报告

中相关数据为准。

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的要求，在会计期末对存货进行全

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存货成本

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可变现净值是指

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

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根据公司对2018年末存货清查和相关可变现净值测算的结果，确定2018年度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人民币3,367.23万元。

3、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

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或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按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对按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采用账龄分析法或其他方法计提坏账准

备。

根据上述方法测算结果，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为人民币3,

768.60万元。

三、 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人民币355,133.03万元， 导致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减少人民币355,133.03万元。

最终计提的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以公司聘请的年审机构出具的2018

年度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

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一商誉减值》

等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有助于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截

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有助于公司披露的财务

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五、独立董事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2、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有助于如实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2018年1~12月的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

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 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最终数据以年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

中相关数据为准。

六、监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公司此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是在遵守会计原则， 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前提下进行

的，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最

终数据以年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中相关数据为准。

七、备查文件

1、全体董事签字、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第三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2、全体监事签字、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计提2018年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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