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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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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武汉三特索道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审计监察部内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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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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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0.06 53,944.06 20.16%

营业利润 20,988.60 5,195.84 303.95%

利润总额 20,741.49 5,661.54 26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93.23 550.14 233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7 0.04 23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0% 0.67% 14.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86,117.69 267,218.49 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5,992.32 82,599.09 16.21%

股本 13,866.67 13,866.6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92 5.96 16.11%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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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约12,843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约2335%，主要原因包括：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64,8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0%，而营业总成本增幅

相对较小，因此，公司本年度主营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其中，公司贵州梵净山、华

山、庐山项目业绩增长较为突出；海南索道、浙江千岛湖项目业绩平稳增长。另外，报告期公

司继续推行精兵简政措施，关停并转了部分没有实际经营或盈利能力较差的子公司，实现一

定程度的减亏。

2、报告期，公司转让所持咸丰三特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股权实现投资收益，对年

度业绩上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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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所预计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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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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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关于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在江西正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开通申购、

赎回、基金转换业务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江西正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正融基金” ）协商一致，如下基金将于2019年2月28日起在正融基金开通申购、赎回、基

金转换业务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长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类：740601；B类：740602

长安鑫利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1281；C类：002072

长安鑫益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2146；C类：002147

长安裕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05588；C类：005592

一、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正融基金申购（包含定投）上述基金，申购费率、转换补差费率1折优惠，具体

折扣费率以正融基金公告为准。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

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正融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

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优惠活动。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江西正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0791-86692502

网站：www.jxzrzg.com.cn

2、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688

网站：www.changanfunds.com

三、重要提示

１、本公告仅对参与正融基金的相关优惠活动予以说明。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

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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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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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2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2月2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股份工作相关事

宜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2月1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1、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稳定投资者的投资预期，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时基

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部分股份。回购的

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并提升每股收益水平。

2、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

3、拟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

4、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

5、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票。

回购股份的数量：在回购资金总额区间人民币5,000万元至2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5元/股的条件下：

（1）按此次回购资金最高限额2亿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超过3,636万股，占公司目前

总股本的比例不高于2.57%。

（2）按此次回购资金最低限额5,000万元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不少于909万股，占公司目

前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0.6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股份数量。

6、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起不超过12个月。

二、股份回购实施及完成情况

1、回购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8年3月16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友谊阿波罗

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法律意见书》， 并于 2018年3月19日实施了首次

回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3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19年2月27日，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已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22,43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5.186元/股，购买股

份最低成交价为3.400元/股，总成交金额为100,062,002.45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事

项已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本次回

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2、回购实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中国证监

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审慎实施回购，公司本次回购实施过程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第十九条关于敏感期、回

购数量、交易时间及价格的要求。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18年3月19日）前五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为64,124,200股，本次实施回购期间五个交易日内累计回购股份数量最

大为 5,868,100股，对应日期为2018年3月19日至3月23日。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自公司披露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前一日， 控股股东湖南友谊阿波罗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维护公司股价， 于2019年1月24日至2019年2月1日，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

943,100股。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披露回购股份预

案之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手

续，及时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报告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416,605,200股减少至1,394,172,800股，具体

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本次回购总数（股）

回购完成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416,605,200 100.00% 22,432,400 1,394,172,800 100.00%

三、股份总数 1,416,605,200 100.00% 22,432,400 1,394,172,800 100.00%

特此公告。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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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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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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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103.18 728,377.73 -0.45%

营业利润 51,044.02 67,139.60 -23.97%

利润总额 51,024.47 65,400.99 -2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444.58 56,511.05 -1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44 0.4018 -1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3% 8.88% -2.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32,210.34 1,429,658.09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71,582.87 651,348.47 3.11%

股本（万股） 141,660.52 141,660.5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2 4.63 4.1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因公司于2018年度起对长沙银行的长期股权

投资会计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并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故上述主要财务指标的“上年

同期”金额为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后的金额。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5,103.18万元，同比下降0.45%；实现利润总额51,024.47万元，

同比下降21.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444.58万元，同比下降19.58%。下降的主要

原因为：

（1）报告期内，公司零售板块收入稳步推进，同比增长1.44%，房地项目收入本期放缓，同

比下降25.69%。

（2）报告期内，公司的商业地产投资项目均已完工，利息支出全部费用化，利息费用同比

增长114.78%。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友阿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计提贷款减值损失

5,533.91万元，同比增加347.43%。

（4） 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沙银行股权投资进行了会计政策的变更，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

核算，并追溯调整以前年度的数据，确认投资收益同比增长26.97%。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32,210.34万元，较期初增长7.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671,582.87万元， 较期初增长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同期增长

4.1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2月29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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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至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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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友谊阿波罗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475� � �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8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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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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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董事杨劲松先生因伤暂时无法正常履职，待其康复后将继续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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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562,975.00 477,019,132.78 -35.73

营业利润 29,118,366.33 101,230,371.30 -71.24

利润总额 29,739,494.02 101,943,010.96 -7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414,638.18 87,403,124.35 -61.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1 0.4370 -6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7.49% 下降4.74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85,124,102.88 1,521,170,331.83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1,015,606.61 1,205,200,967.67 1.31

股 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6.11 6.03 1.33

注：上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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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656.30万元，较上年下降35.73%；营业利润2,911.84万

元，较上年下降71.24%；利润总额2,973.95万元，较上年下降70.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341.46万元，较上年下降61.77%。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由于客户订单减少、销售产品结构发生变化等因

素，导致营业收入下降；（2）部分子公司业绩亏损。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8,512.41万元，较当年年初下降2.3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2,101.56万元，较当年年初上升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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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测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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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将在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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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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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18� � � �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19-01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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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961,850.79 1,327,230,839.27 7.51%

营业利润 324,905,973.40 464,564,072.73 -30.06%

利润总额 320,239,470.55 438,316,489.67 -2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734,317.18 371,577,386.43 -2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29 -2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7% 9.46% -2.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33,096,347.59 8,879,497,809.11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15,946,194.94 4,130,820,879.57 6.90%

股本 1,280,759,826.00 1,280,759,82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45 3.23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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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26,961,850.7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1%；实现营业利

润324,905,973.40元，较上期减少139,658,099.33�元，减少幅度30.06%，主要原因是当年销售产

品成本较高，导致毛利率下降，及当年期间费用较上年增加所致。

2、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9,933,096,347.5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87%，主要原因是流动资产

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415,946,194.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0%。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及国内公立医院正在经历医保控费、取消药品加成、控

制药占比等一些改革使得处方药受到各种政策的挤压， 致使第四季度处方药产品销售不及

预期。

公司 OTC�药品、人参系列产品销售增速表现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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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 � �公告编号：2019-011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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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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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度 2017年度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总收入 18,659,555,275.87 17,310,642,119.90 7.79%

营业利润 229,076,766.87 220,585,753.02 3.85%

利润总额 229,252,279.70 219,559,340.35 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245,527.34 149,679,949.51 8.39%

基本每股收益 0.1878 0.1733 8.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1% 2.42% 0.09%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20,913,672,429.66 16,952,759,709.18 2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00,665,390.11 6,240,774,418.53 20.19%

股本 863,903,951.00 863,903,95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8.6823 7.2239 20.19%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上年同期及报告期初数，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会计政策变更而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公司新开超市门店38家、百货门店2家，进一步巩固了进驻区域的市场份额。2018年

度营业总收入18,659,555,275.8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7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245,527.3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39%，为公司稳健发展奠定了基础。

报告期公司系统化地构建了数字化会员、数字化门店、数字化商品和数字化运营的体系。

同时，2018年初腾讯受让公司6%股份，京东受让公司5%股份，三方达成资本及战略层面的深度

合作，就探索“智慧零售” 、“无界零售” 新价值链，线上流量赋能，线下业态科技创新，供应链

赋能，共建赋能方案等开展合作，通过智慧工具和技术能力的提升，大大优化了门店的效率和

顾客便捷服务的体验。

三、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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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次业绩预计的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填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杨芳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苏艳平

女士签字并盖章的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2018年度的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陈德平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38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宝盈安泰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9年3月1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2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20,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2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基金资产的有效运作，保护现有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A 宝盈安泰短债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387 006388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大额）

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转

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决定从2019年3月1日起，对宝盈安泰短

债债券的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进行大额限制，具体限制规则为：单日单个基金

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份额的最高金额为2000万元（含），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该类份额的申请。

（2）在实施限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等业务正常办理。

（3）本基金取消或调整上述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00 (免长途话

费)，或登录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61�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安徽神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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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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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122,120.21 1,827,986,378.03 6.52%

营业利润 91,692,238.66 147,527,859.07 -37.85%

利润总额 92,037,950.93 149,326,225.34 -3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382,897.36 124,436,018.66 -3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1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4 4.41 下降0.17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88,322,140.65 3,173,983,231.26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828,779,704.68 1,930,645,564.75 -5.28%

股 本 837,574,116.00 862,595,596.0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18 2.24 -2.68%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1、经营状况说明

2018年度，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正常，实现营业总收入194,712.21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52%；营业利润9,169.2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138.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0%。盈利下降主要系公司化工新材料板块受聚酯原材料价格

波动影响，聚酯产品毛利率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338,832.2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82,877.97万元，资产负债率45.2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

的经营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㈠、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志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昌国先生签

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㈡、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27� � � �股票名称：天茂集团 公告编号：2019-007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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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募集资

金使用且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48.5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和转存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等，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有效。授权财务部具体实施上述额度及要求范围内的投资事宜，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他

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年1月10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5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协议，期限48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该存款已于2019年2月27日全

部收回，收回本息合计135,717,238.36元。

按照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2019年2月27日， 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5,000,

000.00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签约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产品名称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币种 人民币

金额 13,500万元

产品期限 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30天

成立日 2019年2月27�日

起息日 2019年 2月27日

到期日 2019年 3月29日

预期年化收益 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3.67%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使收益低于预期。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

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

财期间，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募集资金使用且本金安全的前提下， 在股东大

会授权额度内运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通过进行适度

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带来更

多的投资回报。

四、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月内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85,000万元进行

现金管理，本息已全部收回。本次购买的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的金额为人民币13,500万元，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的授权范围。

五、 备查文件

1、《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协议编号：NJ-JGXCK-20190227-01TM）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