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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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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2月 27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并通过决议， 决定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 ）；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3月 15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 -2019 年 3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3月 15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3月 14 日 15:00 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

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 3月 8日（星期五）；

7、出席会议对象

（1） 截至 2019年 3月 8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均可以书面授权方式（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2）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昆山开发区春旭路 258�号东安大厦 1701�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将对中小投资

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上述提案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 1/2以上通过。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详见 2019 年 2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2019 年 3 月 14 日

16:00前传真或送达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5、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1日 -2019年 3月 14日（9:00-11:00，14:00-16:00）；

6、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7、联系方式：

联系人：吕红英

联系电话：0512-36860986

联系传真：0512-36860985

电子邮箱：sz002464@163.com

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春旭路 258号东安大厦 1701室；

8、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

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

六、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464” ，投票简称为“众应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3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4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

结束时间为 2019年 3月 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

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公司 /本人出席 2019年 3月 15 日在江苏省昆山开发

区春旭路 258 号东安大厦 1701 室召开的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公司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

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注：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同意、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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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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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95,504,078.25 504,927,972.86 57.55%

营业利润

109,105,891.23 -27,423,587.93 497.85%

利润总额

108,852,430.08 193,049,608.92 -4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266,997.69 192,224,646.48 -47.3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1 0.59 -4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2% 15.20% -8.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73,628,581.13 2,999,058,232.28 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474,307,560.06 1,372,188,627.29 7.44%

股本

326,121,493.00 232,943,924.00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52 5.89 -23.2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550.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7.55%� ；实现营业利润 10,

910.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7.85%，上年同期营业利润 -2,742.36 万元的主要原因为商誉减值

及无形资产减值影响 22,256.64 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26.70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7.32%。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317,362.86万元，较年初增长 5.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7,430.76 万元，较年初增长 7.44%。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40%，系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

派，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公司 2017 年 8 月收购北京新彩量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2018 年因合并新彩量科技全年

业绩及 MMOGA 业务收入增加，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9,550.4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7.55%。

但因 2018 年度公司融资财务费用增加较多及业务推广费、研发投入费增加等因素，导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47.3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26.70万元， 在 2019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经营业绩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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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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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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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三次会议和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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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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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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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对

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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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 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存货、应收款项、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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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33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

万

元

）

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6,841.33 35.59%

合 计

6,841.33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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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内，公司基于审慎性的业务经营和会计处理原则，计提此部分应收和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主

要系一方面 2018 年子公司实施业务扩张暨市场拓展战略背景下，业务订单量、交易量、复购率、

市场占有率等综合业务指标增长显著，业务运营体系交易用款规模相应加大；另一方面系市场资

金面普遍收紧等宏观因素影响，合作方现金流周转存在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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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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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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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33万元， 将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841.33万元，相应减少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6,841.33万元。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预告的经营业绩已经充

分考虑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全部包含于

此前业绩预告数据范围之内，因此对业绩预告数据及其准确性不会产生变动影响。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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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

与计提方法如下：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本公司将单笔金额

5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

、

以及单笔金额

50

万元以上的其他应收款确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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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对单项金额重大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

，

汇同单项金

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

，

本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款项性质组合 其他方法

(1）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5 5

1－2

年

50 50

2－3

年

80 80

3

年以上

100 100

(2）采用其他方法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

款项性质组合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

关联方欠款

0 0

内部备用金

0 0

未逾期保证金

、

押金

、

有抵押及担保的款项

0 0

第三方支付组合

0 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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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标准与方法，公司预计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6,841.33万元 。

四、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并履

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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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同意公

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体现

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公允的反映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 2018 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本次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七、特别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所预告的经营业绩已经充

分考虑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本次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已经全部包含于

此前业绩预告数据范围之内，因此对业绩预告数据及其准确性不会产生变动影响。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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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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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艳侠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价值

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经表决，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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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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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9年 2月 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

席的董事 6人，实际出席董事 6人，会议由董事长郑玉芝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汪涛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经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提名曹彤先生（详见附件简历）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时，

如经股东大会选举当选公司非独立董事后，曹彤先生将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如曹彤先生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担任职工代表的人数总计不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朱恩乐先生对本议案投了反对票，未说明相关理

由。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9年 2月 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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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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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对

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8 年度拟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6,

841.33万元。

董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

据充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公允的反映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 2018 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

合理性。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披露的《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19年 2月 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拟于 2019年 3月 15日 （星期五） 在江苏省昆山开发区春旭路 258 号东安大厦

1701室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 2019年 2月 28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个人简历

曹彤先生：1968 年 6 月 6 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博士学

历。曾任人民银行北京分行计划处干部；招商银行总行零售部总经理；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进出

口银行副行长；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行长。现任深圳瀚德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曹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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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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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 年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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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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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8,527,425.83 6,296,799,895.52 3.04%

营业利润

789,021,888.27 700,030,803.90 12.71%

利润总额

783,822,189.57 689,157,266.43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955,874.69 608,259,747.06 13.2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2 0.37 1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8% 14.08% 0.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796,844,362.27 7,170,755,534.52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731,984,231.88 4,642,199,459.40 1.93%

股 本

1,643,600,000.00 1,643,6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2.88 2.82 2.13%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报告期内，公司同一控制下合并浙江省东阳市东磁诚基电子有限公司，对 2017 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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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8,527,425.83 元， 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为 6,296,799,

895.52 元，上年同期增长了 3.04%，主要系：1、磁性材料产业收入有所增长。2、太阳能光伏

行业受国内“531” 新政影响价格大幅下跌，使得公司太阳能产业出现销量增长、收入下降

的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2.71%和 13.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8,955,874.69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3.27%， 主要

系：公司通过推进新产品、新领域、新客户的开发力度，进一步拓展了市场空间，增加了高

端客户的收入占比，从而提升了盈利能力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公告的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18-031）中对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为 0%一 30%。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 57,

804.29 万元～75,145.58 万元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何时金、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芝芳、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康佳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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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绍潭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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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持有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北制药” ）股份

32,110,829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的股东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计划自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

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071,9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32,110,829 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2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减持期间、价格区间

等具体安排

1.股份来源：债转股企业的股权置换所得；

2.拟减持原因：中国华融自身经营需求；

3.本次拟减持数量：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6,071,990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比例 1%；若此期间上市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应对减持计划

书中减持股数进行相应除权处理；

4.减持期间：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5.减持底价：9.50 元 /股；

6.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中国华融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中国华融承诺连续 90 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

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 中国华融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

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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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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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12,157.13 151,486.20 -25.96%

营业利润

9,482.27 17,239.98 -45.00%

利润总额

9,020.30 17,320.47 -4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7.01 16,316.39 -44.3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7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5.89% -2.7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34,238.59 575,011.68 1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8,671.34 283,356.22 1.88%

股 本

123,634.21 123,634.2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33 2.29 1.75%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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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57.13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5.96%；实现营业利

润 9,482.27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5.00%； 实现利润总额 9,020.30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7.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77.01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4.37%。

以上各项业绩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受国内光伏新政影响，公司光伏组件

销售收入及 EPC 工程收入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导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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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8 年度经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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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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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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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26� � �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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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4,209,284.87 4,323,263,145.10 16.91%

营业利润

446,176,209.15 406,277,537.13 9.82%

利润总额

457,487,975.07 403,559,709.44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8,153,091.03 310,981,695.04 15.1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5 0.41 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6% 11.02% -0.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834,887,770.62 6,678,107,088.20 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613,918,875.59 3,367,060,150.80 7.33%

股 本

801,081,664 801,081,66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4.51 4.20 7.38%

注：1、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2、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按本报告期初的股本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505,420.93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6.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815.31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5.17%。2018 年是公司一次创业的收官之年，在

中美贸易战、汽车行业发展整体放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公司通过兼并吸收、拓展国际市场、

内部管理提升等多项举措，确保一度幅度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的预计 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在公

司 2018 年 10 月 27 日披露的《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预计范围内，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备查文件

1.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1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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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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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940.28 1,253,522.97 11.84%

营业利润

46,349.33 77,577.28 -40.25%

利润总额

45,174.85 77,929.05 -4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48.65 64,670.77 -40.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5 0.42 -40.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2% 10.10% -4.4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48,907.17 1,586,437.49 2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00,165.03 667,338.12 4.92%

股本

（

万股

）

153,727.97 153,727.9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55 4.34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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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1.84%，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40.25%，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2.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下降 40.39%，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 40.48%。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变化的主要原因：

（1）公司 2017�年度产生较大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 15,560.61� 万元；（2）公

司 2018�年度期间费用上升，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同比变动较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4.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4.84%，所有者权益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

司本期业绩的增长带来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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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在 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全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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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广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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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30� � �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19-011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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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49,622.93 257,967.65 35.53%

营业利润

2,582.66 18,084.30 -85.72%

利润总额

4,458.31 18,037.52 -7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3.33 16,796.02 -81.6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44 0.1329 -8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2 6.26

下降

5.1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62,388.69 623,026.19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8,582.65 274,856.91 -2.28%

股本

126,184.91 126,231.91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13 2.18 -2.29%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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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49,622.9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53%；实现营业利

润 2,582.66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85.72%； 实现利润总额 4,458.31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75.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3.3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1.64%。

公司报告期内主营业务稳定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5.53%；但由于公司对长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变更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相关股权资产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

当期投资收益，本次核算方法变化给公司带来较大的投资损失，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降。

本次核算方法的变化带来的损失为非经常性损益， 不影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发展。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62,388.69 万元,较年初增长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68,582.65 万元，较年初下降 2.2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差异的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中预计 2018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在下降 90%至下降 40%之间，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1,679.60 万元至 10,077.61 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与《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中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风险提示

鉴于长园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披露了《关于子公司业绩的风险提示性公告》，提示

其部分子公司出现业绩大幅下滑，长园集团就收购该等公司形成的商誉存在较大减值风险；

此外，长园集团可能对其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具体影响金额尚需

核实，长园集团尚未公告上述事项对其以前年度和 2018 年各期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受此影

响，公司存在以前年度投资收益和持有的长园集团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发生追溯调整的风险，

而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调整又将导致公司 2018 年转让部分长园集团股票所产生的损益以及

会计核算方法变更产生的损益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所披露的业绩快报已包含公司对长

园集团相关事项影响的初步判断和测算， 但长园集团是否进行追溯调整及追溯调整金额和

所属期间的最终确定将影响本次业绩快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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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