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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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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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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748,615,170.76 8,168,725,597.35 117.28%

营业利润 1,007,638,230.24 816,219,972.84 23.45%

利润总额 902,943,073.82 809,416,813.94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7,743,722.18 668,548,193.25 7.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 1.27 -5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6% 12.06% -3.2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914,734,952.51 18,895,993,173.37 6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563,744,748.08 5,879,437,791.13 62.66%

股 本 1,277,168,540 528,327,918 14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49 11.13 -32.71%

注：以上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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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8,615,170.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7.28%；基本每股

收益0.6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2.7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1,914,734,952.51元，比

年初增长6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563,744,748.08元，比年初增长62.66%；股

本1,277,168,540股，比年初增长141.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49元,比年初减少

32.71%。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LEDVANCE� GmbH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使公司

的营业总收入、总资产有较大的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包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2017年度利润分配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新股发行的工作，致使公司股本扩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有较大增加，归属于基本每股收益和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被摊薄。

3、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发展、国内外协同运营，积极推动产品升级改

造，持续保持企业盈利能力平稳发展。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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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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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2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编号：2019-013），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上述文件中部分内容出现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披露内容：

一、2017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更正后内容：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其它内容不变。公司董事会对于由此更

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未来将不断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传递过程中的

审核工作力度，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736� � � �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3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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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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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251,440.55 675,123,540.03 -6.50%

营业利润 27,398,015.01 51,473,141.28 -46.77%

利润总额 36,130,862.07 54,043,529.57 -3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38,401.04 39,635,195.46 -2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65 -4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0% 20.45% -12.6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83,743,838.06 274,470,198.18 7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9,048,928.44 202,775,022.21 101.73%

股本（股） 81,703,050.00 40,731,500.00 10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01 4.98 0.60%

注：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保内维修收入和商品销售及增值服务收入同比下降，以及公司在营销推

广方面和信息化技术方面的支出增加，导致公司实现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度分别下降46.77%、33.14%和23.20%。

报告期内，公司获准并完成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13,577,200股，并实施了10股转5股的利

润分配方案，导致股本比上年末增加100.59%。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209,719,175.72元计

入股东权益，以及本年度现金股利分配34,477,604.36元和经营积累的影响，导致公司总资产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上年末分别增加76.25%和101.73%。

由于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以及公司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的影响，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度分

别下降41.54%和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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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009）中关于2018年全年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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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2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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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873,826.64 174,156,219.05 -7.05%

营业利润 5,426,034.57 5,161,204.50 5.13%

利润总额 5,059,999.62 5,412,456.91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59,999.62 5,412,456.91 -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37 0.0361 -6.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1.04% -0.0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19,795,576.27 613,105,054.52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5,825,144.43 520,765,144.81 0.97%

股本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1 3.4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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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73,826.64元，营业利润5,426,034.57元，利润总额5,059,

999.6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59,999.62元，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分别为-7.05%、

5.13%、-6.51%、-6.51%。影响上述财务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8年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228.24万元，销售减少的较大客户有：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704研究所减少3,295.55万元，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减少1,

110.60万元，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减少245.02万元，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减少

192.82万元，美国西门子减少164.96万元。

（2）2018年度，公司通过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收回了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款项，

期末冲减计提的坏账准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80万元至650万元。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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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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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9-09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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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6,051,087,849.93 5,002,622,983.12 20.96%

营业利润 459,973,085.62 381,916,724.22 20.44%

利润总额 465,017,049.36 384,877,111.24 20.8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520,480.57 291,341,538.60 1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11,002,991.80 265,056,101.08 17.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4 0.61 4.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3% 8.15% 下降0.5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8,491,104,071.25 7,895,426,195.63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77,304,437.58 4,340,541,694.18 5.45%

股本 532,363,366.00 354,717,911.00 5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60 12.24 -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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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05,108.78万元， 同比增长20.96%； 营业利润45,997.31万

元，同比增长20.44%，利润总额46,501.70万元，同比增长20.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3,852.05万元，同比增长16.19%。业绩同比增长的原因主要是：（1）报告期内，公司紧

密围绕既定的发展战略，各项经营任务稳步推进，管理水平逐步提高，产品毛利率同比提升，

经营业绩实现稳定增长；（2） 压铸业务受益于市场开拓成效显著和武汉公司的产能逐渐释

放，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同时由于美元兑人民币升值致使汇兑损失同比大幅减少，净利润同

比增长，拉动整体业绩提升；（3）控股子公司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司于报告期内获得大额订

单，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4）全资子公司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自2017

年4月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7年合并报表数据仅包含其 4-12�月数据，2018年包含其

全年数据。

此外，公司期末对因持有广东宝龙汽车有限公司60%股权形成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

试，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5,000~6,000万元；对持有宁波四维尔工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形成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预计无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以上事项预计影响2018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5,000~6,000万元。

截至2018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849,110.4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457,730.44万元，股本53,236.34万元，每股净资产8.60元，分别较2017年末增长7.54%、

5.45%、50.08%、-29.74%。上述指标变动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加、实施分红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2018年10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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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5%～45%，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为33,504.27万元至42,244.52万元。

2、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852.05万元， 同比上升

16.19%，与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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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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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14� � �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2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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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049,592.97 548,333,314.07 47.18%

营业利润 118,503,389.84 10,443,928.55 1034.66%

利润总额 119,008,394.31 9,347,719.29 117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835,237.55 39,687,902.55 14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07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2% 4.71% 6.11%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84,488,714.88 1,598,127,593.35 1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48,455,590.58 860,673,663.08 10.20%

股本 554,034,264.00 554,034,26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71 1.55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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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704.96万元，同比增长47.18%；营业利润11,850.34万元，

同比增长1,034.66%；利润总额11,900.84万元，同比增长1,173.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783.52万元，同比增长146.51%；基本每股收益0.18元，同比增长157.14%。主要原因：

（1）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比较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系公

司上年度投资建设的京科、阜新灵活性调峰项目已投入运营实现收入，湿化学设备业务上年

度末以及本期交付设备通过验收并确认收入，以及本年度电锅炉销售实现收入所致。

（2）基本每股收益增长主要系净利润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88,448.87万元，比年初增长17.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94,845.56万元，比年初增长10.20%；主要系报告期内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净利润增长

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年初增长10.32%，系本期期末净资产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1,112.61万元至13,097.00万元。 本次

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83.52万元， 差异原因主要系本

年度销售的部分设备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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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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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

小凌鱼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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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转让小凌鱼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

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2019年2月23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券报》，现对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内容补充如下：

一、报喜鸟创投投资小凌鱼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情况概述

2015年5月12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报喜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报喜鸟创

投” ）、自然人周信忠先生与上海谷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谷进” ）等签署

《投资合作协议》，投资设立小凌鱼金融信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鱼金服” ），

报喜鸟创投投资5,500万元，持有小鱼金服10%股权；周信忠投资1,375万元，持有2.5%股权；其他

非关联第三方合计持有小鱼金服87.5%股权。

（一）小鱼金服设立情况

2015年7月9日，报喜鸟创投、周信忠分别现金出资30万元、7.5万元与虞凌云、朱永敏、陈恺、

金挺聪、岳志斌共同成立小鱼金服。小鱼金服设立完成后，上海谷进、上海凌融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温州网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及虞凌云、朱永敏、陈恺、金挺聪、岳志斌、陈骥将其拥

有和实际经营管理的“温州贷”（后改名“掌存宝” ，以下简称掌存宝）和“口袋理财” 两个互

联网第三方中介平台项下全部域名、软件著作权、商标、专利等资产权益和全部经营业务（包

括但不限于已经及正在实施的经营业务、合同权益等）、人员劳动关系无偿转移至小鱼金服，

由小鱼金服统一经营“掌存宝”和“口袋理财”两个互联网第三方中介平台。

在上述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后，报喜鸟创投增资5,470万元，8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390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金； 周信忠增资1,367.50万元，2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347.50� 万元计入资本公

积。增资完成后，小鱼金服注册资本为1,100万元。

（二）报喜鸟创投投资小鱼金服的定价依据

根据网贷之家显示，截至2015年4月30日，全国互联网金融平台数量达到2,531家，4月新增

平台112家，相较于15年3月的83家环比上升34.94%。掌存宝2012年全年成交量33.14亿；2013年

成交量达78.6亿元，位居全网第一；2014年成交量达105.81亿元，位居全网第二；据权威机构中

国社会科学金融学院P2P平台风控评级统计，掌存宝连续三年排名前十；在2014年中国主要P2P

平台金融风险评级中， 排全国第六名。2015年1至4月口袋理财平均日新增注册实名用户1,500

人， 2015年5月每日成交量突破800万元，累计成交量突破5亿元。

2015年投资估值采用历史累计交易量为主、市场比较法为辅的估值方法，综合考虑掌存宝

在P2P市场上的龙头地位和口袋理财在移动互联网端的迅猛发展态势，同时参考市场同类企业

估值水平，确定报喜鸟创投和周信忠的投前估值为48,125万元，投后估值为55,000万元。

二、小鱼金服及旗下掌存宝和口袋理财的经营情况

小鱼金服旗下业务包含掌存宝和口袋理财，自2018年以来，小鱼金服业务规模出现萎缩，

成交量逐步下降，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9,084,083.6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62%；实现净利

润16,029,799.3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5.21%。近三年具体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

（经审计）

2017年

（经审计）

2018年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442,733.36 184,384,387.64 118,109,180.49

负债总额 37,130,890.81 113,995,984.37 31,690,977.91

所有者权益 24,311,842.55 70,388,403.27 86,418,202.57

营业收入 57,340,200.02 335,592,109.97 169,084,083.61

营业利润 -35,065,214.73 52,804,880.71 14,230,892.10

净利润 -35,060,513.66 46,076,560.72 16,029,799.30

掌存宝是于2012年2月14日正式上线的一家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 是温州第一家、

浙江省第二家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于2018年1月1日上线恒丰银行资金存管系统，进行

用户的出借及回款环节的资金存管，用以实现避免平台有触碰用户资金的可能性，平台系统通

过国家三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业务类型均由第三方合作机构提供的小额分散

的个人消费贷、信贷构成，主要产品为月享盈、季享盈、双季盈。截至2018年12月31日，掌存宝累

计注册人数25.75万人，累计交易额278.81亿元。截止2019年1月10日，掌存宝待收为0。

口袋理财是一家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服务平台，于2014年12月25日正式上线，于2017年6月1

日上线江西银行资金存管系统，进行用户的出借及回款环节的资金存管，用以实现避免平台有

触碰用户资金的可能性，平台系统通过国家三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主要产品为

月盈宝、季盈宝、双季盈、年盈宝。产品定位为小额分散的个人消费贷、信贷，主推移动端。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口袋理财累计交易额334.81亿元，累计注册人数325.48万人；借贷余额为12.37

亿元，借贷余额对应的出借人数为22,730人。

三、关于对小鱼金服计提减值的补充说明

2019年1月1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计提减值的公告》，由于受互联网金融行业风险不确定性的影响，投资者对市场信心减弱，互

联网金融行业成交量大幅下降。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形势变化，行业监管政策尚未明朗，特别

是2018年四季度以来，互联网金融借贷平台备案登记晚于预期，且无明确时间表，行业面临监

管政策的极大不确定性，经营业务规模日趋受到限制，以P2P网贷为主要业务模式的口袋理财

和掌存宝受到不利影响，根据小鱼金服提供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显示，小鱼金服2018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9.62%，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65.21%；其中2018年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73.69%，净利润下降99.14%。公司认为小鱼金服面临较大的行业不确定性，持

续经营能力将受到影响。鉴于此，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核算要求，公司对

其持有的小鱼金服10%的股权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公司对小鱼金服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共计提了减值准备46,358,179.74元。

减值测试方法和依据：结合投资对象的期末净资产、未来经营状况及公司持股比例计算其

可变现净额，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对比，可变现净值低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

价值的金额，确认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一经确定，不再转回。

四、报喜鸟创投本次转让小鱼金服股权定价依据

2018年4月以来因流动性风险造成网贷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多次出台监管文件

管控，先后下发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

自律检查工作的通知》，启动了P2P网络借贷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2018年12月19日，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

合下发了《关于做好网贷机构分类处置和风险防范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以机构退出为

主，能退尽退、应关尽关，加大整治工作的力度和速度等。根据相关监管文件，监管部门明确了

将降低辖区内P2P平台总数、业务总规模、投资人数。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底，正常

运营平台数量1,025家，相比2017年底减少了1,272家，2018年全年P2P网贷行业成交量相比2017

年减少了36.01%，2018年第四季度成交量维持低位的走势。随着成交量逐步下降，P2P网贷行业

贷款余额也同步走低。 截至2018年底，P2P网贷行业总体贷款余额下降至7,889.65亿元， 同比

2017年下降了24.27%。

自2018年以来，P2P网络借贷行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市场悲

观情绪不断扩大，P2P平台估值预期急剧降低。结合目前小鱼金服所处互联网金融行业现状，未

来P2P网络借贷行业规模将持续萎缩，小鱼金服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故使用账

面净资产作价更能客观反映企业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价值， 因此本次交易以小鱼金服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值为参考，并参考了互联网金融行业定价，综合考虑国内上市公司剥离互

联网金融业务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已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市值、 市净率等相关情

况，双方协商确定小鱼金服1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1,000.00万元，净资产溢价率为1.157，本次交

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国内上市公司剥

离互联网金融业务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及已在美国上市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市值、 市净率等相

关情况具体如下：

（一）国内上市公司剥离互联网金融业务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1、汉缆股份出售民间资本给控股股东案例

2017年12月，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2498，证券简称：汉缆股份）将其持有

的全资子公司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间资本” ，旗下运营平台“新博

贷” ）100%的股权转让给其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33,426.8154万元

人民币。

民间资本2016年度营业收入3,400.50万元，净利润3,760.90万元；民间资本2017年1-10月营

业收入577.59万元，净利润727.29万元。截止2017年10月31日，民间资本总资产34,554.83万元，负

债总额1,196.93万元，净资产33,357.90万元。

该交易以经评估标的公司净资产33,426.8154万元定价， 该次评估采用的资产基础法评估

办法，最终定价依据的评估值与净资产值溢价69万元，净资产溢价率为1.02倍。详见汉缆股份披

露的《关于出售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1）

2、渤海租赁出售聚宝互联给关联方的案例

2018年9月，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415，证券简称：渤海租赁，曾用名渤海

金控）将其持有的聚宝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互联” ，旗下运营平台

“聚宝普惠” ）9.4995%的股权转让给其关联方海航集团北方总部（天津）有限公司，转让价格

为65,000万元。

聚宝互联2017年度营业收入29,355.79万元、净利润6,226.02万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聚

宝互联总资产467,272.29万元、净资产443,495.3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1-6月营业

收入4,878.67万元、净利润1,069.24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聚宝互联总资产455,697.88万元、

净资产441,687.38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其公告中披露的定价依据：由交易双方根据聚宝互联截至2018年6月30日净资产，并综合

考虑市场情况协商确定。在合理分析中提到：该次交易价格对应的PB水平为1.55倍，选取已在

美国上市且主要业务与聚宝互联类似的宜人贷、拍拍贷、和信贷三家企业作为可比企业。截至

2018年9月17日，三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平均PB水平约为1.55倍，与本次聚宝互联股权定价的PB

水平基本相当。详见渤海租赁披露的《关于转让聚宝互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99）

3、熊猫金控转让湖南银港给实际控制人的案例

2018年9月，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熊猫金控，证券代码：600599）将其持有的

湖南银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银港” ，旗下运营平台“熊猫金库” ）70%的股权

转让给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赵伟平先生，转让价格为5,712.30万元。

湖南银港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425.04万元， 净利润1,011.90万元；2018年1-6月份实现

营业收入为3,501.54万元，净利润1,650.02万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湖南银港总资产12,839.33

万元，净资产7,893.95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湖南银港的净资产评估值为8,160.44万元，该评估

值采用的净资产评估方法，最终定价依据的评估值比净资产溢价267万元，净资产溢价率为1.03

倍，详见熊猫金控披露的《关于转让湖南银湖港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5）

4、鸿特科技转让两家子公司给关联方派生信息的案例

2018年12月，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鸿特科技，证券代码：300176）将其

持有的广东鸿特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广东鸿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100%股权（以下

简称：两家子公司）转让给关联方东莞派生天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派生信息” ），

转让价格为9,318.38万元。

广东鸿特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4,494.14万元，净利润42,371.02

万元；2018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为97,591.60万元，净利润23,775.06万元。截止2018年9月30

日，该公司总资产61,814.45万元，净资产4,146.0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广东鸿特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3,449.10万元， 净利润147.49万元；

2018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为54,240.64万元，净利润8,024.80万元。截止2018年9月30日，该公

司总资产20,319.47万元，净资产5,172.3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其公告中披露的定价依据：本次交易以2018年9月30日作为审计基准日，参考两家子公司

的净资产值并综合考虑行业及市场情况， 经双方协商确定： 两家子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为

12,900.00万元。在定价的合理分析中提到：本次鸿特普惠和鸿特信息咨询的股权定价约为净资

产溢价38%（即净资产溢价率为1.38倍）。 选取已在美国上市且主要业务与两家子公司类似的

宜人贷、拍拍贷、和信贷三家企业作为可比企业。截至2018年12月10日，三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平

均PB水平约为1.38倍。详见鸿特科技披露的《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20）

5、熊猫金控转让银湖网给控股股东的案例

2019年2月，熊猫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熊猫金控，证券代码：600599）将其持有的

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湖网” ）100%的股权转让给其实际控制人赵伟平先生，

以银湖网截止2018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18,877,135.59元为依据， 协议股权的转让价格

为：218,877,135.59元。

银湖网2018年1-9月份实现营业收入6,496.90万元，净利润2,251.98万元；截止2018年9月30

日，该公司总资产30,297.75万元，净资产21,887.71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银湖网2018年

1-12月份实现营业收入8,737.20万元，净利润922.90万元。截止2018年12月31日，银湖网总资产

29,022.37万元，净资产20,558.63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以银湖网截止2018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218,877,135.59元为依据， 经双方协商确定，

协议股权的转让价格为218,877,135.59元，净资产溢价率为1倍。详见熊猫金控披露的《关于转

让银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7）

（二）美股上市互联网金融企业市值、市净率情况

互联网金融企业账面主要资产为金融资产，主要以公允价值计量，市净率估值是互联网金

融企业常用的估值指标之一。公司选取已在美国上市的宜人贷、拍拍贷、和信贷三家企业作为

可比参考企业，截至2019年2月22日美股收盘，三家互联网金融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市净率 按照30%流动性折价市净率

YRD（NYSE） 宜人贷 1.23 0.861

PPDF（NYSE） 拍拍贷 1.75 1.225

HX（NASDAQ） 和信贷 1.3 0.91

平均值 1.426 0.999

综上，汉缆股份、渤海租赁、鸿特科技、熊猫金控国内A股上市公司近期互联网金融股权转

让平均净资产溢价率为1.196倍，熊猫金控最近一次转让银湖网股权直接以净资产作价；美股

上市互联网金融企业宜人贷、拍拍贷、和信贷按照30%流动性折价平均市净率约为0.999倍（非

上市企业股权较上市企业股权存在约30%左右的流动性折价，考虑30%流动性折价）。截至2018

年12月31日，小鱼金服的净资产为8,641.82万元，报喜鸟创投持有小鱼金服10%股权对应净资产

约864.18万元，本次交易价格1,000万元对应的净资产溢价率为1.157倍，位于0.999-1.196区间，

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未达到股东大

会审议要求。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互联网金融行业不确定性增加，投资者对市场信心减弱，互联网金融行业成交量大幅

下降，以P2P网贷为主要业务模式的口袋理财和掌存宝受到不利影响，竞争优势逐渐减弱，持续

盈利能力受到影响，面临较大的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公司综合考虑行业情况及小鱼

金服的运营现状，转让小鱼金服股权、剥离P2P业务有助于降低公司运营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提

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公司于2019年1月19日披露了《关于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根据测

试结果公司对小鱼金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共计提了减值准备46,358,179.74元，考虑到公司拟以

人民币1,000.00万元向周信忠先生转让小鱼金服的10%股权， 公司认为按照股权转让金额1,

000.00万元作为对小鱼金服股权可收回金额会计估计金额更为准确，2018年对小鱼金服的最终

减值调整为4,500万元，截止2018年底该股权投资账面资产净额变为1,000万元。综上，以上调整

增加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82万元（不考虑税费），对2019年利润不产生影

响。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 � �公告编号：2019-01� 0�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2�月27日召开董事会九

届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现将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申请银行授信事项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之旅” ）因实际

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9,000万元，上

述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期限为广之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签署授信协

议之日起1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上述授信为信用方式，不涉及向银行提供担保，不涉及以任何股权、实物、房地产及无形

资产抵押、质押。实际授信额度与授信期限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额

度与期限为准。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董事会九届十八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了

上述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 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不超过该授信额度前提下负责具体实施

相关事宜。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且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该事项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之旅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其实际经营所需，有利于广之旅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

2018年4月1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申请人民币 1�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2年。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2018-008�号）。

2019�年 1�月 30�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广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5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起 12�个月；同意全资子公司中国大酒店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

人民币 2.4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 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2019-007号）。

四、其他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广之旅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应在前述授信额度内以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与广之旅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九届十八次会议决议。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000524� � � �公告编号：2019-009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九届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九届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2

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 电子邮件或书面送达等方式发

出，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竹筠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经参加会议的董事研究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详见同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

告》）。

为满足实际经营的需要，同意控股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之旅”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9,000万元，

上述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期限为广之旅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签署授信

协议之日起1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均无需向银行提供担保，不涉及以任何股权、实物、房地产及无形资

产抵押、质押。

本次申请授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且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