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证券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 � � �公告编号：2019-24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变更后的证券简称：深粮控股、深粮B

2.证券简称启用日期：2019年2月28日

3.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0019和200019

一、公司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明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

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同意公司名称由“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深圳市深

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由“深深宝A，深深宝B” 变更为“深粮控股、深粮B” 。具体详

见2019年1月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

2019年2月18日，公司完成了相关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已由“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更名为“深圳市深粮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

二、公司证券简称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2018年度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收购了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公

司主营业务在茶及天然植物精深加工为主的食品原料（配料）生产、研发和销售业务的基础

上，新增粮油储备、粮油贸易、粮油加工等粮油流通及粮油储备服务业务。变更证券简称与公司

现有主营业务相匹配，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2019年2月28日起由“深深宝A，

深深宝B” 变更为“深粮控股、深粮B”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2019-023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湖南常德中建·生态智慧城施工总承包项目 75.0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陕西西安世园滨河酒店建设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51.6

3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大棚户区改造西部安置区项目EPC总承包

工程

50.0

4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海南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 38.8

5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浙江杭州国际中心施工总承包项目 35.6

6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贵州遵义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十三五”

酱香技改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33.5

7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湖北鄂州市文化中心、体育中心、会展中心PPP项目施工总承包 31.0

8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陕西西安国际康复医学中心建设项目（西地块）建筑与安装施

工总承包工程

30.0

9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写字楼四期EPC总承包工程 30.0

10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安徽合肥紫荆广场、清华花园二期、清华附中合肥学校（高中

部）项目总承包工程

28.9

11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河南郑州龙湖金融中心外环项目EPC总承包工程 22.7

1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安置房项目 22.5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商丘火车站核心区绿轴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及监理项目 16.6

2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郑州金水科教园区PPP项目总承包工程 16.0

项目金额合计 482.2

项目金额合计/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4.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735� � �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9-014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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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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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409,055.78 598,186,943.08 52.36

营业利润 83,662,341.19 56,779,192.24 47.35

利润总额 83,484,255.02 56,991,243.18 4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471,528.02 38,643,212.15 2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0.48 22.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5% 7.64% 1.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34,489,197.21 792,476,721.18 3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580,387,739.36 524,400,711.35 10.68

股本 84,223,900.00 84,223,9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6.89 6.23 10.59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填列，最终结果以公司2018

年度报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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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409,055.78元，同比上期上升52.3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471,528.02元，同比上升28.0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34,489,197.21元，同比上升30.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580,387,739.36元，同比上升10.68%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力度开拓市场，积极争取订单，确保公司营业收入等各项财

务指标稳定增长。 同时， 公司完成收购重庆富易达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重庆富易

达”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上期上升47.35%，利润总额同比上期上升46.4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期上升28.02%，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上期上升22.92%。

主要原因：在本报告期内，公司采取各项积极措施，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增加销售收入，

提高生产效率，并且本报告期内收购的子公司重庆富易达也为公司的业绩贡献力量。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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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0.00%， 即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3,864.32万元至5,023.62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预告的业绩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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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2018年度业绩快报之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002735� � �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19-013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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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富易达科技有

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青岛富易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富易达” ）收到青岛

市科学技术局、 青岛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批准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具体内容如下：

企业名称：青岛富易达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1837101140

发证时间：2018年11月30日

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青岛富

易达可连续三年（2018年-2020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即按15%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获得，是对青岛富易达技术实力及研发水平的肯定，也是青岛

富易达综合实力的体现，有利于降低公司税负，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94�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19-006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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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9,761,145.73 4,153,776,609.23 11.94%

营业利润 1,719,711,786.33 1,714,622,722.09 0.30%

利润总额 1,706,027,742.00 1,715,322,620.40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6,689,234.28 1,451,887,258.87 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9 1.3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1% 25.94% -2.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807,346,858.07 6,864,381,571.05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61,580,023.88 6,052,938,002.12 10.06%

股 本 1,046,016,000.00 1,046,01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6.37 5.79 10.02%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9号一一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良好，新产品逐步放量。同时，受“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 政策的影响，医院终端备货、库存略

有调整， 公司第四季度营收增速略为放缓。 报告期内， 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总收入4,649,761,

145.73元，同比增长11.94%；营业利润1,719,711,786.33元，同比增长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456,689,234.28元，同比增长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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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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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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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94� � � �证券简称：信立泰 编号：2019-005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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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

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药品注册批件》。现就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批件》基本信息

药品通用名称：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0.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类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93059

药品生产企业：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批准文号。

二、其他相关情况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用于12岁及以上的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的加用治疗。

左乙拉西坦是一种具有全新抗癫痫作用机制的新型抗癫痫药物， 其最早由比利时UCB公

司研制，缓释片剂型于2008年获FDA批准在美国上市。目前，国内已上市剂型为片剂、口服溶

液、注射剂，尚无缓释片上市销售。

公司的左乙拉西坦缓释片为国内首家上市，并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填补了国内同

类剂型的空白；其将与公司已上市产品“左乙拉西坦片（片剂）”形成优势互补，进一步丰富公

司产品管线，并为患者提供更多的选择方案，提高患者长期用药的依从性，提升产品的综合竞

争力。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的上市，对公司今后的业绩提升和长远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具体

销售情况将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9-015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相关荣誉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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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苏州美盈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美盈森” ）于2019年2月26日获得由中共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共吴江经开区工作委员会”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吴江经开区管委会” ）授予的“2018年度开发区工业销售骨干企业” 、“2018年度开发区纳

税大户” 及“2018年度开发区二十大成长型企业”荣誉称号。

本次荣誉的获得，是中共吴江经开区工作委员会和吴江经开区管委会对苏州美盈森2018

年度经营发展情况和对区域发展所做贡献的充分认可， 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品牌竞争力和

影响力。 公司将坚持既定的发展战略， 继续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提高产品品质和整体服务水

平，更好地服务于公司客户，实现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最大化。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9-013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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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2月 2017年1-12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3,248,762,356.64 2,857,419,302.97 13.70%

营业利润 482,760,041.20 409,187,130.21 17.98%

利润总额 477,345,549.60 407,943,123.91 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021,395.43 348,186,315.19 1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45 0.2258 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9% 8.45% 0.84%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6,361,170,368.96 5,931,219,545.41 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482,275,006.89 4,329,719,804.16 3.52%

股本（股） 1,531,323,685 1,542,323,685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2.93 2.81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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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70%；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4.83亿元、4.77亿元、4.07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7.98%、17.01%、16.90%。

报告期内，公司战略性客户订单持续放量，新客户订单增加，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增长，盈

利能力有所提升，公司净利润实现一定幅度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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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03� � �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19-01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控股股东关于现金分红

安排提议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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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王海

鹏先生《关于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安排的提议函》。内容如下：

王海鹏先生基于对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主业发展的坚定信心， 结合公司未分配利润情

况，为提高股东回报，推动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在符合《公司章程》及利润分配

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对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方案提议如下：建议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按照公司目前总股本测算，共计分红现金30,

626.47万元，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将由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确定。

说明及风险提示：

1、 上述控股股东关于公司2018年度现金分红安排提议的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2018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5.25%（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数据）。

2、 上述现金分红安排的提议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方可实施。鉴于上述分红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9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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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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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50,841,244.96 13,773,703,966.33 52.83%

营业利润 4,153,130,334.95 2,944,864,871.50 41.03%

利润总额 4,154,571,056.04 2,926,580,141.41 4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1,579,864.73 1,711,414,578.86 -2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55 -2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1% 12.64% 下降4.3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7,974,770,454.26 60,244,328,746.08 4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5,266,314,868.69 14,278,692,173.69 6.92%

股本 3,111,443,890.00 3,111,443,89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91 4.59 6.9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05,084.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83%，实现营业利润415,

313.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03%，主要系武林壹号部分楼宇、华家池住宅及商业部分、东

方星城住宅、平湖万家花城部分住宅、锦绣之城住宅及湘湖壹号等项目交付结转以及项目管

理费收入的实现。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22,157.9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62%,主

要系对安远控股的应收款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本年度有息负债的增加带来财务费用的

较大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797,477.05万元，同比上升46.03%，主要系本期支付土地款增加，

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款及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除注册资本外的项目投入款增加；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26,631.49万元,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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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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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9一018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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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了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以及2018年度经营成果，保

持公司财务的稳健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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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于期末单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深圳市安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远控股” ）应收款项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详情如下：

因公司与安远控股之间拟合作开发的深圳龙华区安丰工业区地块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未

能推进， 公司已经决定退出该项目合作并要求安远控股归还本金总额为11.6亿元的融资款。

就上述公司与安远控股之间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公司于2018年4月向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公司与争议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0日和2018年9月20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诉

讼进展公告》。

鉴于《民事调解书》的履行情况，经过认真分析，上述应收安远控股款项存在无法全额

收回的风险，经对相关担保物价值进行测试，并对预计可收回金额等资料进行综合判断后，

公司拟对其账面原值为 116,000.0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72,384.10万元的坏账准备，

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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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72,384.10万元，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4,288.08万元， 相应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54,288.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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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仍在公司2018年三季报披露的业绩预测范

围内。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说明

本次单项计提的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超过30%，按照有关规定，说明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对安远控股的其他应收款账面原值为116,000.00万元，预计该

款项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基

于谨慎性原则，公司聘请了具有会计、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安远控股抵

押给本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及股权等进行了评估，预计可收回金额为43,615.90万元，相应

计提坏账准备72,384.10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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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能够充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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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

程序合法、合规；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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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

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所述，我

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7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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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杭州市庆春东路38号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军主持，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对公司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

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6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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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2月22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本次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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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方法合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内容详见2019-018号公告《关于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2019-016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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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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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45,311,048 187,927,764 30.53%

营业利润 13,557,297 4,076,096 232.60%

利润总额 13,827,417 4,332,041 2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20,136 4,212,516 216.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4 0.45 2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6% 5.76% 11.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99,300,004 157,276,688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0,497,701 78,958,410 1.95%

股本 9,310,040 9,310,04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65 8.48 2.00%

注：1、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基本每股收益未考虑公司本年年初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施回购股份的影响，

公司将在年度报告全文中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计算相关财务指标。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从外部环境来看，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38.1万

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9%，增速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2018年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6.2%，继续稳居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弱复苏态势。网购和农村市

场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25.4%；农村地区消费环境持续改善，消

费潜力持续释放，2018年乡村市场消费品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0.1%。

从企业内部来看，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围绕场景互联网、智能供应链，坚定推进实施智慧零

售战略。加快全渠道布局、尤其是低线市场以及社区市场布局，并强化数据运营，提升购物体

验；进一步丰富商品品类，优化供应链，提升运作效率；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物流运营

效率；金融业务强化科技建设，提升风控、产品创新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规模实现较快增长，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53.11亿元， 同比增长

30.53%。整体来看，2018年公司商品销售规模（含税，区域上涵盖中国大陆、香港及日本市场，包

括线上线下自营及开放平台，以及提供物流、金融、售后等服务，下同）为3,371.35亿元，同比增

长38.54%，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实现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长38.21%。2018年公司实现线上平台商

品交易规模为2,083.54亿元（含税），同比增长64.45%，其中自营商品销售规模1,497.92亿元（含

税），同比增长53.70%；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585.62亿元（含税），同比增长100.31%。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实施商品价格管控提高日销毛利，推进商品结构调整，持续优化商品

供应链，加强单品运作改善毛利水平。开放平台、物流、金融业务方面的增值服务收入增加，有

助于毛利提升。综合来看，公司综合毛利率较同期增加0.61%。

运营费用方面，一方面公司加强了在开发、IT、新品类运营等方面的人员储备，以及第三期

员工持股计划计提管理费用摊销影响，人员费用率有所上升；此外为拉动销售，广告促销投入

加大；另一方面，由于公司全渠道经营模式所具备的规模效应，在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租金、

装修、水电、折旧等固定费用率有所下降，报告期内公司运营费用率略有增长，但总体保持稳

定。由于公司零售业务快速增长，对经营性资金需求增加，同时供应链融资、消费金融业务发展

加快，带来了公司银行借款规模的增加，以及报告期内发行公司债计提利息，使得报告期内公

司财务费用率同比有所增加。整体来看，公司总费用率较同期增加0.46%。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阿里巴巴股份出售，实施完成物流地产基金收购公司5家物流项

目公司100%股权，对华泰证券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调整，以及投资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SENSETIME� GROUP� INC.（商汤科技） 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其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有所影响。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5.57亿元、138.27亿元、133.20亿元，同比增长232.60%、219.19%、216.20%。

■零售业务

一、线下连锁发展

线下，公司围绕全场景布局，建立并不断完善各店面业态产品族群，在快速拓展过程中，持

续推进模型、标准的建立及优化，并提升商品、内容的运营能力，持续巩固公司线下发展的优

势。

（一）大陆市场

1、苏宁易购广场

作为公司各零售店面产品业态的落地载体，公司将通过实施“租、建、购、并、联” 的开发策

略，推进苏宁易购广场的开发建设，并对于广场经营业态、运营模式等进行持续的探索优化。

报告期内公司签约4个苏宁易购广场项目，截至12月31日公司经营苏宁易购广场16个。

2、苏宁小店

作为公司线下场景中最贴近用户的一环，依托苏宁大生态，围绕全场景下用户多品类、强

时效、全服务的需求，公司将其打造为本地化生活服务平台。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苏宁小店开

发，并配套强化组织、团队建设，完善商品供应链及社区物流能力建设。2018年苏宁小店新开3,

972家，调整店面2家；完成对上海迪亚天天便利店的收购交割，加快了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本地

化服务网点的布局，截至12月31日迪亚天天自营门店184家，加盟门店112家。截至12月31日苏

宁小店和迪亚天天自营门店合计4,177家，迪亚天天加盟店112家。

3、苏宁易购直营店和零售云加盟店

公司通过自营与加盟的方式快速抢占农村市场，提升低线市场竞争力。苏宁易购直营店强

化店面经营管理，结合市场需求推进店面的调整升级，通过物业置换、直营转加盟等方式提升

店面经营质量，报告期内苏宁易购直营店新开718家，置换、关闭门店565家。苏宁易购零售云加

盟店旨在将零售核心能力对外输出，为中小商户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快速推进门店

开发，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新开2,032家。截至12月31日公司拥有苏宁易购直营店2,368家，苏

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2,071家。

4、家电3C家居生活专业店

作为公司运营管理最成熟的店面类型，公司持续进行门店业态的升级，注重商品结构优化

及丰富，强化用户和流量的经营。报告期内公司推进与商超业态的合作，输出家电3C专业运营

能力，入驻大润发、欧尚、卜蜂莲花超市，开设超市门店478家。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苏宁易购云店68家，升级改造苏宁易购云店34家，新开苏宁易购常规店

（中心店、社区店（含超市门店，下同））615家，置换、关闭各类店面77家。

截至12月31日公司家电3C家居生活专业店2,105家，其中苏宁易购云店424家、苏宁易购常

规店1,658家（旗舰店86家、社区店1,177家、中心店395家）、苏宁易购县镇店23家。

5、苏宁红孩子店

作为公司母婴O2O发展的线下载体，公司持续迭代母婴店面模型，增加游乐、教育等体验

场景，打造一站式服务体验，报告期内公司优化选址，主要在购物中心开设店面，新开苏宁红孩

子店106家，关闭店面2家。截至12月31日苏宁红孩子店157家。

6、苏鲜生超市

公司围绕O2O品质的精品超市定位， 对超市业态不断进行创新尝试， 塑造独特的美食体

验。报告期内新开苏鲜生超市3家。与此同时，强化对原有超市的调整优化，关闭4家。截至12月

31日苏鲜生超市8家。

（二）海外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在香港地区新开门店8家，关闭门店5家；日本市场新开1家，关闭门店6家。截

至12月31日公司在香港地区拥有28家店面，日本市场拥有38家店面。

综上，截至12月31日公司合计拥有各类自营店面8,881家，公司自营店面面积670.57万平方

米；苏宁易购零售云加盟店2,071家，迪亚天天便利店加盟店112家。

（三）可比门店经营质量

家电3C家居生活专业店，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丰富店面商品布局，加强精细化运营，提高到

店客流；运用互联网化工具，加强数据工具运用，有效开展精准营销。报告期内，公司在中国大

陆地区的家电3C家居生活专业店可比门店（指2017年1月1日及之前开设的店面，下同）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2.39%。

苏宁易购直营店丰富商品品类，强化店面效益考核，提升运营能力，报告期内可比门店销

售收入同比增长9.35%。

苏宁红孩子母婴专业店经营逐步成熟，报告期内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78%。

二、线上运营

线上，公司在加强基础运营的同时，通过商品品类丰富、营销工具的创新迭代、产业协同等

一系列举措，带来了客户体验的持续提升，实现线上业务快速发展。

线上加快新品类的发展，不断丰富超市、家装百货等商品类目，并注重精细化运营管理，加

强关联推荐，精准营销，有效提升用户复购率；注重社群营销，大力推广苏宁拼购及推客，打造

“正品拼购上苏宁” 的购物习惯。强化产业联动，实现生活、文娱、视频等高粘性会员权益的打

通，拓展专属客服、免运费等有较高吸引力的服务权益，进一步扩大消费者的认知，带来付费会

员的快速增长。

截至12月31日公司零售体系注册会员数量4.07亿，2018年12月苏宁易购移动端月活跃用户

数同比增长43.25%，移动端订单数量占线上整体比例达到94.91%。

2018年公司实现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规模为2,083.54亿元（含税），同比增长64.45%，其中自

营商品销售规模1,497.92亿元（含税），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585.62亿元（含税）。

三、商品经营

3C、大家电方面，加强单品运作的同时，推出以旧换新、节能补贴、送装一体等特色服务，

提升用户体验，促进销售；加强手机、电脑、智能硬件、极物等品类的联动销售；公司还通过对家

电、家具、家装进行全面整合，为用户提供以全屋定制和中央集成为特点的整体解决方案。加强

自主产品的发展，聚焦惠而浦、PPTV、扎努西伊莱克斯、松桥等核心自主产品的规模突破，并同

步发展小BIU系列及“BIU+” 生态链产品的品牌矩阵。

此外，公司充分发挥3C、大家电品类供应链管理能力，与大润发、欧尚、卜蜂莲花等商超深

度合作，以及通过零售云加盟店方式，输出公司专业化的商品经营能力。

超市、母婴等大快消类目，加快线下专业店面以及苏宁小店的开设，在线上提供海量商品

SKU选择的同时，线下店面能够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体验，并强化品牌认知，提升用户信任感，带

动该类商品的快速增长。同时，公司加快快消品本地化供应链的建设，加快中心仓、前置仓的铺

设，实现高效的供应链管理运作。

开放平台聚焦百货、超市、母婴、家装建材、家居等品类，报告期内该品类上新引入的商户

数量占整体引进新商户的比例86.01%。

■物流业务

苏宁物流继续加大物流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提升物流服务运作效率。截至2018年12月末

苏宁物流及天天快递拥有仓储及相关配套总面积950万平方米，拥有快递网点27,444个，物流网

络覆盖全国351个地级城市、2,858个区县城市。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加快物流基地建设，提升物流基地仓储能力，推进

物流自动化、智能化作业，2018年公司完成14个物流基地扩建，新建投入使用6个物流基地，截

至2018年12月公司已在41个城市投入运营50个物流基地， 公司在15个城市有18个物流基地在

建、扩建。基于生鲜类商品的发展需求，公司加快冷链物流建设，报告期内投入使用46个生鲜冷

链仓，覆盖179个城市，有效地提升了生鲜类商品的配送效率。

物流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在强化“半日达” 、“次日达” 、“准时达” 这类标准化时效配送产

品的开发及推广基础上，苏宁物流致力于构建即时物流服务体系，在中心仓、前置仓、门店仓全

方位的仓储体系的联合下，匹配即时自提、1小时达、半日达、次日达等服务产品，满足用户不同

时效需求。售后服务推出“如约送” 、“延时赔” 、“准时取” 、“送装一体” 、“代客检” 、“代客

修” 等多样化服务，同步在县镇市场组建集配送、安装、维修、快递一体化的帮客综合服务网

点，提升县镇市场物流售后服务能力，截至2018年末公司筹建成立264个县级综合服务中心。

■金融业务

苏宁金融不断强化以O2O融合为特色的金融科技公司的发展定位，聚集核心业务和产品，

利用互联网科技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开发和服务能力。

支付业务精耕苏宁生态圈，积极拓展外部客户资源，新增绑卡会员数同比增长69%。供应

链金融业务聚焦苏宁生态圈，全年交易规模同比增长55%。强化金融产品创新能力，进一步丰

富苏宁金融产品，推出跨境支付、消费金融平台、手机租赁、全保修产品等创新产品。苏宁银行

聚焦核心业务发展，总资产较年初增长116%。

在金融科技应用方面，苏宁金融围绕业务运用场景和关键技术，成功落地企业知识图谱、

区块链黑名单、企业风险预警系统，上线区块链+物联网动产质押系统、苏宁智投等前沿创新产

品，加快转型金融科技公司，输出金融科技能力。

8月底，苏宁金服B轮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全部到位；12月28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苏宁金

服C轮增资扩股，未来随着资本金的到位，苏宁金服资本实力将得到增强，通过嫁接战略合作

资源及加强优秀人才队伍建设，提升行业竞争力、巩固行业地位，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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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9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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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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