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9-0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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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2月26日、2月27日连

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 化的

情形。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买卖股票

的行为。

三、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公司2018年度预计亏损9,000万元-13,000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发布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02）。公

司目前不存在已披露的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以及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较大差异的

情形，公司2018年度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为公司选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14� � �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9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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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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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动物疫病是畜牧行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2018年8月份以来爆发

的非洲猪瘟，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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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88,157,685.94 10,042,415,931.26 33.32

营业利润 523,975,834.50 2,389,569,914.00 -78.07

利润总额 526,113,869.00 2,365,559,416.00 -7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208,830.16 2,365,529,363.99 -78.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1.18 -85.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28.12% 下降25.2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841,862,898.90 24,044,634,907.56 2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89,265,019.80 12,736,609,504.16 -3.51

股本 2,085,234,222.00 1,158,463,457.00 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89 10.99 -46.41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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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815.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32%；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020.88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78.01%。 公司盈利水平与

2017年同比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

1、单位利润降低：2018年生猪市场低迷，且受非洲猪瘟的影响，2018年生猪价格较

2017年明显下降，公司商品猪全年销售均价为11.61元/公斤，较2017年下降19.96%；

2、生猪销量大幅增加：2018年，公司生猪销售量1,101.11万头，较2017年增加52.14%。

其中商品猪1,010.91万头，仔猪86.35万头。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984,186.29万元，同比增长24.11%，主要是由

于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28,926.50万

元，同比减少3.51%，主要是由于本年度实现净利润大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19年1月8日发布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修正后的业绩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50,000万元–55,

0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8.86%–76.7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公告

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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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08� � � �证券简称：*ST安泰 编号：临2019-00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山西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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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山西监管局[2019]3号《关于对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决定书内容如下：

2018年1月30日，你公司披露2017年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2,000万元左右。4月11日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更正公告，预计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175万元左右。4月21日公司披露年报，2017年实

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193万元， 与1月份业绩预告披露内容差异较

大。

公司年度业绩是投资者关注的重大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及投资者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应及时、准确、审慎地披露预测性信息。公司在披露业绩预告时，未对影响业

绩的重要因素进行客观、审慎地判断，且更正信息披露滞后，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应认真吸取教

训，加强法律法规学习，依法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事

件再次发生。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公司接受山西证监局的监管措施，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公司对上

述事项已进行了认真总结， 公司将督促管理层及财务人员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

提高业务能力，保障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加强对《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85� � � �证券简称：华东重机 公告编号：2019-007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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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947,424,720.86 5,001,881,612.76 98.87

营业利润 395,007,286.34 198,589,710.98 98.91

利润总额 396,955,090.17 201,757,076.98 9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072,312.39 131,932,271.39 13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87 0.1701 8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3% 6.17% 0.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5,934,539,381.03 5,900,720,713.22 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630,238,508.95 4,346,119,783.88 6.54

股 本 1,007,690,641 1,007,690,641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5949 4.3130 6.54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间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94,742.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87%；营业利润

为39,500.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8.91%；利润总额为39,695.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6.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107.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5.78%。业绩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公司落实高端化、智能化战略，2017年9月完成非同一控制合并新

增子公司广东润星科技有限公司，2018全年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增加高端装备制

造业务利润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为593,453.94万元、

463,023.85万元，比年初分别增长0.5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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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

2018年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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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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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72� � � �证券简称：双环传动 公告编号：2019-005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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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3,409,220.50 2,638,946,952.16 19.49

营业利润 215,582,234.06 265,940,362.12 -18.94

利润总额 218,451,520.54 266,636,681.51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764,132.82 242,601,119.44 -1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3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4% 7.84% -1.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951,303,020.55 7,487,183,912.34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90,120,520.39 3,358,317,995.40 6.90

股 本 686,101,220.00 683,674,000.00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23 4.91 6.52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5,340.92万元，同比增长了19.49%；营业利润为21,

558.22万元,同比下降了18.94%；利润总额为21,845.15万元，同比下降了18.0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576.41万元，同比下降了19.31%； 基本每股收益0.29元，同比

下降了19.44%。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利润下降主要系上期发行的

10亿元可转债财务费用列支数额较大及本期承担了股权激励费用最大份额摊销所致。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795,130.30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了6.20%，主要系报告期内

全球整车产业链结构调整，主机厂逐步释放齿轮加工业务，公司为扩大经营规模、提高

生产能力而逐步增加相关投入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59,012.05万

元，较报告期初增长了6.90%，主要系利润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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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0月25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上刊登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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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3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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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7,685,914.43 2,274,927,575.85 -0.76%

营业利润 -9,109,500.71 168,024,419.67 -105.42%

利润总额 -9,141,164.26 168,638,348.02 -10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42,592.62 125,659,203.97 -124.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26 -12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 6.86% -8.5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03,071,891.67 3,554,991,222.95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75,640,764.23 1,890,322,764.63 -6.07%

股本 479,646,926.00 479,646,92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70 3.94 -6.09%

注：上述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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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685,914.4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0.76%，基本持

平；营业利润-9,109,500.7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5.42%；利润总额-9,141,164.26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05.42%。

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42,592.62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24.47%，主要是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02,039,573.17元，

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503,071,891.6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6%，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775,640,764.2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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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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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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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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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471,086.43 361,933,394.39 22.25%

营业利润 47,741,527.88 27,295,910.15 74.90%

利润总额 47,735,358.15 27,355,466.62 7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65,827.95 19,168,958.34 7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2.32% 1.6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07,081,371.60 1,294,731,246.86 1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48,604,911.68 828,033,757.48 2.48%

股本 252,720,000.00 252,7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6 3.2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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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442,471,086.43元，较同期增长22.25%，主要系本期交

易平台建设及维护业务和化工贸易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7,741,527.88元，较同期增长74.90%，利润总额47,735,358.15元，

较同期增长7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165,827.95元，较同期增长73.02%，

主要系本期交易平台建设及维护业务、利息收入增加，同时公司财务部门对发生减值

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后初步估算并基于谨慎性原则，预计2018年全年商誉减值金

额1203.43万元人民币所致。

公司2018年末总资产为1,507,081,371.60元，较同期增长16.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848,604,911.68元，较同期增长2.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3.36元，较同期增长2.4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73.02%，与公司在2018年10月25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8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为50%～～100%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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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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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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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公司收购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所形成的商誉

公司于2008年支付了1800万元收购了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权益， 成本

超过按比例获得的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503.43万元确认

为与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的商誉。

（二） 公司对收购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所形成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情

况

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上述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并聘请专业评估机构

对上述公司发生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行评估。截至目前，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并

基于谨慎性原则，预计2018年全年商誉减值金额为1203.43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

元。最终数据有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确定。

资产名称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浙江阅海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所形成的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 2,568.26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1,364.83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

本次计提商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一商誉减值》等相关规定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

额

1203.43万元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原

因

公司已连续3年业绩下滑， 整体经营状况持续低迷， 实际经营状况与商誉形成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同时，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状况持续低迷，公司已无竞争优势，因此，公司从2018年底已开始着手对公司

原有的业务模式、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未来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状况需根据调整的后的情况进行确定。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因收购浙江阅海100%股权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

测试，发现商誉存在减值情况。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1203.43万元人民币，计入公司2018年度损益，导致

公司2018年度报告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1203.43万元人民币。本

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

经审计后正式披露的2018年度报告为准。

三、 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1203.43万元人民币。

四、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公

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五、 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

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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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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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19年2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德良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决

议如下：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能公允反映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1203.43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4）。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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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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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9年2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朱小军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表

决通过决议如下：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经过商誉减值准备计提后更能公允的反映公司

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监

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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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冯骏、彭玫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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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实施完

成了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冯骏、彭玫、成都升华共创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升华共创” ）、成都升华同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升华同享” ）持有的四川升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华电源” ）100%股权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公司与冯骏先生、彭玫女士、升华共创、升华同享共同签署的《股权收购协

议》，在业绩承诺期内，冯骏先生、彭玫女士需将不低于其在本次交易中实际所获对价

减去因本次交易产生的所得税费后实际所得金额的30%，用于购买公司的股票。本次

交易总计对价金额为人民币660,000,000元；冯骏先生、彭玫女士合计持有的升华电源

股份比例为80%；预估纳税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00,767,083.4元。故冯骏先生、彭玫女士

合计应购买股票金额为 ：（660,000,000*80% -100,767,083.4）*30%� =� 128,169,875

（元）。

2019�年 2�月 26�日，公司收到冯骏先生、彭玫女士的通知，截至2019年1月31日，

其合计购买公司股份20,423,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1%），已完成《股权收购协议》

约定的股票购买义务。具体情况如下：

购买人 购买数量（股） 购买金额（元） 占总股本比例

冯骏 10,135,959 63,164,745.80 2.29%

彭玫 10,287,500 66,318,227.80 2.32%

合计 20,423,459 129,482,973.60 4.61%

经查阅公司截至2019年1月31日的股东名册，冯骏先生、彭玫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20,423,459股，与其通知中的购买股数相符。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股权收购协议》相关约定及股票买入事项的承诺，本次

冯骏先生、彭玫女士所购买的股票自全部买入完毕之日起锁定12个月，即股票锁定期

为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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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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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1,171.64 535,153.23 31.02%

营业利润 49,369.69 24,400.50 102.33%

利润总额 50,169.78 24,661.67 10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53.35 24,486.29 9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14 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4% 5.00% 上升3.0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96,944.91 1,392,982.78 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10,483.22 565,018.02 8.05%

股 本 183,722.05 181,502.32 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2 3.11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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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171.64万元，营业利润49,369.69万元，利润总 额50,

169.78万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253.3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1.02%、

102.33%、103.43%、92.98%。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①公司积极推进营销体系改革，整合优势资源，

优化组织结构，大项目运作能力持续增强，在海外市场紧跟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

略，在新兴市场不断取得突破；②公司收购整合进展顺利，协同效应显著，公司2017年

收购的子公司赛普乐发展态势良好，报告期内赛普乐并表增加公司营业收入；③公司

围绕“精工智坊” 核心战略进行制造能力升级，持续拓展高端制造业务，报告期内EMS

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利润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①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规模效应显现；②大力

推进精细化管理，优化经营管理模式，费用控制成效显著，费用率明显改善。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496,944.91万元，净资产为610,483.22万元，

股本为183,722.05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32元，与期初相比分别增

长了7.46%、8.05%、1.22%、6.75%。

总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账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认购款到账引起；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盈利增加及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认购款到账引起；股本增加的原因是公司限制性股票授予和股票期权预留部分第

三次行权所致。

同时，公司2018年度强化现金流管理，报告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为正，并且较上年

度得到明显改善。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8年度经营业

绩预计为： 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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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在

83.78%-132.78%之间，净利润区间为45,000万元-57,0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预披露的范围之内,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

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2018年度业绩快报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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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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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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