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8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9年 2 月 28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701�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9－临006号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 、“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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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5,373,475 7,342,375,851 11.35%

营业利润

1,023,879,425 997,175,111 2.68%

利润总额

1,030,341,798 990,000,940 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5,533,791 703,858,116 1.66%

基本每股收益

0.3055 0.2988 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5% 13.04% -0.5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989,335,780 14,348,078,402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903,820,945 5,683,031,468 3.89%

股本

2,355,225,600 2,355,225,6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52 2.41 4.56%

注：上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22,090,360股，上表的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2,333,135,240股进行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17,537.35万元，同比上升11.35%；实现营业利润102,

387.94万元，同比上升2.68%；利润总额103,034.18万元，同比上升4.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71,553.38万元，同比上升1.66%。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约0.31元，同比上升2.24%。

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指标

同比上升，主要系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主要客户订单增长及产能进一步释放，整体盈利能

力稳定。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98,933.58万元，较期初下降2.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590,382.09万元，较期初增长3.89%。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235,522.56万元，较期初无变化，本年度累计回购股份增加库存

股12,465.1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2元，较期初增长4.5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业绩预计

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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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45� � � �证券简称：华林证券 公告编号：2019-011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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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84.38 106,718.60 -6.22

营业利润

36,061.58 47,979.69 -24.84

利润总额

39,188.14 52,303.12 -2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467.25 46,315.04 -25.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19 -26.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4% 12.91%

下降

4.0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187,074.83 1,451,084.91 -1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07,341.63 372,822.86 9.26

股本（万股）

243,000.00 243,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68 1.53 9.80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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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证券市场持续低迷，受成交额萎缩、股权

融资规模减少等市场因素影响，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0,084.3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6.22%；实现营业利润36,061.5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84%；实现利润总额39,188.14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25.0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67.2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5.58%。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187,074.83万元，较年初下降18.1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07,341.63万元， 较年初增加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68元，较年初增加9.8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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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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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4� � �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9-006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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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孔令国发来的

《股票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减

持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在公司职务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孔令国 董事

1746192 0.5187%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具体安排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拟减持的股份来源：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买入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拟减持股份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436548 0.1297% 25%

4、减持期间：集中竞价交易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19年3月

22日至9月21日），在此期间如遇到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7、计划减持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则上述股东

计划减持股份数及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计划减持股东股份锁定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等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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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在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拟减持股东与公司共同控制人之一孔祥军先生为父子关系，为孔祥军先生的一

致行动人， 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四）上述股东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属于其个人行为，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孔令国先生出具的《股票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23� � �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19-005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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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349,741.51 1,245,952,876.95 12.87

营业利润

121,084,923.82 148,446,512.90 -18.43

利润总额

125,602,139.59 146,900,236.35 -1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060,019.21 116,846,119.11 -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3% 6.03% -1.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658,848,598.01 3,361,437,808.87 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80,612,108.11 2,079,347,354.44 0.06

股本

1,416,640,800.00 1,011,886,286.00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47 2.05 -28.29

注：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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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0,634.97万元，同比增长12.87%；营业利润12,108.49万元，同

比下降18.43%；利润总额12,560.21万元，同比下降14.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

606.00万元，同比下降 9.23%；基本每股收益为0.07元，同比下降 12.50%。报告期内，受市场经

济环境影响，公司回款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且本期收回账龄一年以上货款的金额较上年同

期减少，计提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盈利水平较上年同期降低。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股本期末余额为141,664.08万元，较年初增加40%，主要是因为 2018� 年公司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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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9.23%，与前次披露的预计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不存在可能被实施特别处理、暂停

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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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70� � �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2019-010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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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893,851.78 1,082,951,050.52 20.31%

营业利润

236,563,516.93 237,157,418.52 -0.25%

利润总额

236,591,516.93 237,152,693.58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311,680.08 202,152,119.51 1.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3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1% 8.91% -0.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3,303,176,133.30 2,738,063,462.43 2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08,836,507.87 2,359,015,565.31 6.35%

股 本

536,494,456 536,494,45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68 4.40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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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2,893,851.7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31%，但营业利润236,563,516.9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0.25%，利润总额236,591,516.93元，较

上年同期减少0.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4,311,680.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7%，主

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优化市场布局，加大市场投入，整合营销渠道，销售费用持

续增加；（2）公司积极响应国家鼓励新药创制以及仿制药研发并重等政策，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积极开展创新药开发工作，研发费用增加；（3）公司计提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溢价收益以及银行借款利息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303,176,133.30元，比年初增长20.6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08,836,507.87元，比年初增长6.35%。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整体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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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披露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中披露的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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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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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9-010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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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0,943,830.47 3,165,385,112.80 27.34

营业利润

216,810,650.22 186,685,470.56 16.14

利润总额

229,815,385.21 188,632,737.62 2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4,344,162.14 57,374,415.87 47.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1.27 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3,964,792,025.26 23,044,253,734.79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510,193,807.10 4,512,560,433.46 -0.05

股 本

1,734,215,770.00 1,734,215,7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60 2.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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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094.3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7.34%；实现营业利

润21,681.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6.14%；实现利润总额22,981.5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21.83%。业绩增长主要为公司武汉泷悦华府项目部分结转盈利以及公司为盘活资产，下属全

资子公司武汉大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土地征收事项产生的影响所致。

本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34.4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47.01%，主要为公司武汉泷悦华府项目部分结转盈利以及公司为盘活资产，下属全资子公司

武汉大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土地征收事项产生的影响所致。

2、财务状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396,479.20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了3.99%，主要是因为公司土

地储备及项目开发投资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51,019.38万元， 较报告期初下降了

0.05%，主要是因为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所致；股本173,421.58万元，与期初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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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0%至50%，金额范围为5,737.44万元至8,606.16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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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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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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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糖宁通络胶囊治疗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临床观察阶段报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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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鉴于药物研发项目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糖宁通络胶囊研发项目具有

周期长、投入较大的情况，各阶段研究均具有风险性，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本研发项目进展不会对公司本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收到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关于《糖宁通络胶囊治疗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临床观察阶段报告》，具体情况

如下：

一、项目简述

“糖宁通络胶囊” 是公司基于贵州苗药开发的医疗机构制剂， 用于糖尿病及并发症的治

疗。糖宁通络胶囊2014年8月按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机构制剂注册管理办法（局

令第20号）》的要求，在公司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现代苗药创制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中心开展药学研究及香港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完成相关药理毒理研究后，获得贵州省医疗机

构制剂注册批件（批准文号：药制字Z20140033），之后在贵州省内陆续共有21家医院（含6家

三甲医院） 调剂使用；2016年8月获得湖南省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 （批准文号： 湘药制字

20160973）；2017年8月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军队医疗制剂临床批件（批件

号：总L2017006）；此外还与内蒙古中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北京广安门医院等国内知名中医三甲医院合作，均已经入审评阶段。

在糖宁通络胶囊的临床使用中，由于糖尿病患者中伴随高血脂、高血酸的比例较高，临床

中发现了糖宁通络胶囊有同步改善糖尿病患者高血脂和高血酸的疗效， 并在香港大学的动物

实验中证实了糖宁通络胶囊改善脂质代谢的药效， 香港大学建议糖宁通络胶囊可作为减肥药

物开发。随着糖宁通络胶囊在湖南的批准使用，为了进一步探明糖宁通络胶囊独立于降糖作用

之外的降血脂和降尿酸作用，依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为中心，及其联盟单位、远程指导的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及中医馆作为研究分中心开展了糖宁通络胶囊治疗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的

多中心、自身前后对照临床试验，试验数据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统一收集汇总，

进行统计学分析。

二、项目实施

研究对象：各分中心的门诊患者中，自愿接受中医药治疗，经门诊医生评估病情严重程度

后，可以使用糖宁通络胶囊的轻中度的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患者。

研究药物：糖宁通络胶囊

治疗方案：轻度：糖宁通络胶囊4粒/次，每天三次，中度：糖宁通络胶囊6粒/次，服用三个

月。不加其他降脂、降尿酸药物。

病例的剔除和脱落：患者依从性差，试验用药依从性差，影响有效性及安全性的判断、联合

用药，特别是合用对实验药物影响较大的药物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判断者以及资料不全，影响

有效性及安全性判断者均按中止观察处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疗效判定标准计算有效率。

三、阶段结果

截止至2019年1月1日， 共收到7家分中心共96份服用糖宁通络胶囊满三个月的患者数据，

其中高血脂症61例，高尿酸血症35例。

表1.糖宁通络胶囊改善血脂有效率统计

总人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61 22

（

36.1%

）

29

（

47.5%

）

10

（

16.4%

）

83.6%

表2.糖宁通络胶囊改善尿酸有效率统计

总人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35 12

（

34.3%

）

14

（

40.0%

）

9

（

25.7%

）

74.3%

四、阶段小结

本阶段试验结果显示， 糖宁通络胶囊对高脂血症和高尿酸血症均展示出了良好的改善效

果，服用三个月有效率分别为83.6％和74.3％。结合糖宁通络胶囊显著改善高血糖及糖尿病并

发症的临床与基础研究，提示糖宁通络胶囊能多靶点调节机体代谢功能紊乱，是一种潜在的代

谢综合征治疗或预防治疗药物。建议加大样本数量完善随机对照、增加中医症候等考察因素，

作进一步长疗程的深入研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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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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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041,792.87 2,591,816,650.06 21.11%

营业利润

667,777,859.49 626,416,486.66 6.60%

利润总额

670,940,590.98 632,204,326.09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255,418.36 526,137,360.96 5.34%

基本每股收益

0.39 0.37 5.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35% 16.79% -2.44 %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980,226,726.75 4,822,671,249.89 2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861,166,403.60 3,419,806,985.24 12.91%

股本

1,411,200,000.00 1,411,2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74 2.42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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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度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经营情况趋好。报告期内，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

收入 313,904.1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1.11%； 营业利润66,777.7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60%； 利润总额67,094.0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

425.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4%。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余额 598,022.67�万元，比期初增长 24.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余额 386,116.64� 万元， 比期初增长12.91%； 每股净资产 2.74元， 比期初增长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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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对2018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2018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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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5,

240万元至63,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425.54� 万元， 同比增长

5.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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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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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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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8,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5%）的股东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计划自本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90天内以集中竞价

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收到股东

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疆致远” ）的《关于江西世龙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新疆致远持有本公司股份8,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5%，其中无限售流通股份8,

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3.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计划

1、拟减持的原因：新疆致远的投资计划需要。

2、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拟减持的数量：

不超过2,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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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一；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若计划减持期间本

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变动事项，应对上述减持数量做相应调整。

4、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90天内。

5、价格区间：不低于公司发行价人民币7.30元/股。

6、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新疆致远在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中就股份锁定及减持事项做出以下承诺：

1、首发限售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公司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

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持股意向及减持承诺

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就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承诺如下：

（1）减持数量：新疆致远持有世龙实业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

持世龙实业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世龙实业股份总数的25%，

未减持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年计算。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如期间公司发生过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相应调整。

（3）减持方式：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大宗

交易、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

（4）信息披露义务：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充分

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减持前3个交易日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5）约束措施：本单位将严格按照本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进行股份减持，如本单位违反上

述承诺，将向世龙实业董事会说明原因并进行公告，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

带来的损失；如果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则将不符合承诺的减持收益上

缴世龙实业所有，本单位将在接到董事会发出的收益上缴通知之日起10日内进行支付。

以上承诺的履行期已届满， 新疆致远未出现违反法律法规及关于公司股份锁定与股份减

持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新疆致远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新疆致远将根据市场情况、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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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新疆致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新疆致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

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三）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新疆致远《关于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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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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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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2,728,467.50 10,353,118,937.89 1.73

营业利润

2,688,353,982.32 3,053,979,458.23 -11.97

利润总额

2,716,344,113.27 3,055,461,876.97 -1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87,413,266.02 2,502,413,958.33 -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5 1.25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2% 19.14%

降低

3.0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21,004,795,413.17 20,846,353,820.17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425,275,006.35 12,886,662,146.51 -3.58

股 本

2,032,020,889.00 2,032,095,43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11 6.34 -3.63

注 1、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注 2、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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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计算得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532,728,467.50元，同比增长1.73%；实现利润总额2,

716,344,113.27元，同比降低11.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87,413,266.02元，同

比降低8.59� %。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降低的主要原因：

（1）本期钛白粉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毛利率略有降低；

（2）本期铁精矿售价降幅较大，导致矿产品利润降低；

（3）本期类金融子公司出现逾期项目，按照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1,004,795,413.17

元，较期初增长0.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425,275,006.35元，较期初降低

3.5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8年10月23日， 公司披露了2018年三季度季报预计业绩为：2018年1-12月份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5,217.26万元一300,289.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一20%【详见

2018年10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114）】。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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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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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