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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0� � �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2019－015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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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2,139,185.60 4,134,033,331.52 -12.62%

营业利润

52,839,856.61 212,217,853.15 -75.10%

利润总额

47,269,704.32 214,523,964.40 -7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588,066.22 192,704,161.18 -77.3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369 0.2611 -8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6.06% -4.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4,155,084,379.88 14,269,134,477.00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281,350,344.19 3,257,386,685.81 0.74%

股 本

1,180,800,000.00 738,00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2.78 4.41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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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内，经济金融环境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融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公司

遇到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面对严峻的内外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经营层坚持企业经营发展理念不

动摇，努力把握发展机遇；全体干部员工紧密围绕公司2018年度方针目标，团结协作，攻坚克

难，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保证了公司的持续发展，但营业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等指标同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12,139,185.6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62%；营业利润

52,839,856.6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5.10%；利润总额47,269,704.3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9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588,066.2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38%。

（二）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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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上年同期均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

（1）市场环境变化、竞争加剧，原材料、人工等成本增加；同时研发费用同比有较大幅度增

长。（2）融资难度加大，海外大额订单未能按预期收到预付款；为降低多个重大订单项目同时

开工对公司资金的压力、控制生产经营风险，部分订单项目未能按预期启动、或执行进度低于

预期。（3）投资收益减少。

2、受利润下降的影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相应有所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增加60%，主要原因是：公司实施了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年度权益分

派。 受此影响，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8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

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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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其他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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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72� � �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3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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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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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404,116.18 604,728,400.87 9.04%

营业利润

79,722,737.30 1,941,108.14 4007.07%

利润总额

92,163,488.71 8,887,647.91 93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249,898.02 6,438,867.17 602.76%

基本每股收益

0.1078 0.0153 60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0.55%

上升

3.2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786,694,066.58 1,570,799,691.23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30,607,347.37 1,174,072,073.88 4.82%

股本

430,200,000.00 419,700,000.00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8605 2.7974 2.2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战略聚焦、业务归核” 的经营方针开展工作，在流体业务板块

中的新产品、新行业拓展取得重要突破，营业收入同比有所增长。报告期内，公司与自贡市大

安区城乡住房保障管理局签订了《自贡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并根据协

议约定，办理完成了协议约定范围内的部份资产（简称下厂区资产)移交手续；根据协议约定

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公司确认该业务事项形成的税后净收益约为10,742.53万元。受

上述主要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

本每股收益同比有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9,404,116.18元， 同比上升9.04%； 实现营业利润79,722,

737.30元，同比上升4007.07%；实现利润总额92,163,488.71元，同比上升936.98%；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249,898.02元， 同比上升602.76%； 每股收益0.1078�元， 同比上升

604.7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在《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年度净利润为4000

万元-6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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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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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对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事项进行任何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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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09�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19-023

广州天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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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984.67 205,730.31 1.10%

营业利润

54,472.53 35,733.36 52.44%

利润总额

53,522.47 35,656.33 5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918.03 30,473.02 50.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5 0.92 4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9% 15.17% 1.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93,201.22 369,172.07 3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2,399.02 253,753.33 11.29%

股 本

33,946.97 33,966.75 -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8.32 7.47 11.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4,472.5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52.44%， 利润总额53,

522.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918.03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50.68%，基本每股收益1.35元/股，较上年同期增加46.74%，主要原因为：公司对参股子公司

容汇锂业会计核算方法变更以及处置容汇锂业股权导致投资收益增加。 剔除上述原因对公司

净利润的影响42,916.71万元后，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1.32万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90.15%，主要原因为（1）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电解液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

下降；（2）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增加，导致期间费用增加；（3）公司研发投入、人

工、折旧摊销增加；（4）银行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493,201.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60%，主要原因为（1）建设项

目投资同比增加；（2）报告期内预付采购款增加；（3）报告期内子公司购入土地使用权；（4）

报告期增加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待抵扣税金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8-159）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55.61%至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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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为

50.68%，与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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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的比较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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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83� � �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2019-007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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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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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3,673,115.47 3,021,430,813.37 12.65%

营业利润

408,350,689.92 395,828,871.76 3.16%

利润总额

407,438,666.29 395,691,423.68 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4,342,574.75 335,133,429.65 2.7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1 0.30 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6% 8.98% -0.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431,781,964.98 6,253,475,828.94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4,227,111,913.83 3,899,478,772.07 8.40%

股 本

1,127,553,978.00 1,126,631,528.00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75 3.46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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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40,367.31万元，较2017年度增加38,224.23万元，增幅

12.65%；公司2018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增

长3.16%、2.97%和2.75%。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43,178.20万元，较期初增长2.8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22,711.19万元，较期初增长8.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3.75元，较期初增长8.38%。

2、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重卡行业持续景气，公司重型发动机曲轴板块产品订单饱满、销量增

长，同时，公司通过产品结构调整，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公司立足长远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加大

了新产品研发投入，克服了原材料涨价和人力成本上涨的不利因素，使公司业绩稳中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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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

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它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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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广州银行为旗下

部分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 ）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签订的销售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19年2月28日起通过广州银行代理销售以

下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广发聚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118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000475

广发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B

类

000476

广发中证养老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968

广发中证全指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01180

广发中证全指金融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01469

广发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25

广发稳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95

广发稳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446

广发稳裕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622

广发转型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713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2864

广发中证军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03017

广发中债

7-10

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3376

广发汇平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3743

广发多元新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745

广发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A

类

003765

广发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270048

投资者可在广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今后本公司发行的其它开

放式基金是否适用于上述业务，本公司亦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具体业务的办理请参照本

公司及广州银行的相关业务规则和流程。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3-96699

公司网址：www.gzcb.com.cn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105828（免长途费）或020-83936999

公司网址：www.gffunds.com.cn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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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

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完全被动型指数基金

认购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及完全被动型指

数基金的指数跟踪需要，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旗下完全被动型指数基金将参与股东配售

认购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证券名称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基金的关系

广发中证全指原材料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贵研铂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

广发中证

1000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贵研铂业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95105828）咨询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9-018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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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业绩快报所载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虽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与最终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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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140,717,033.90 13,735,222,301.67 10.23%

营业利润

317,406,885.05 459,052,601.68 -30.86%

利润总额

293,504,436.70 448,877,734.06 -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6,361,727.63 310,305,494.73 -56.06%

基本每股收益

0.1631 0.3899 -58.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6% 10.33% -6.3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6,418,908,636.25 6,055,320,051.55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03,271,970.84 3,434,371,386.95 -0.91%

股 本

836,570,799.00 836,570,79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26 4.11 3.65%

注：上表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表中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指标根据公司截至报告期末扣减回购股份数后总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15,140,717,033.9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0.23%；实现营业利润317,406,885.0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86%；实现利润总额293,504,

436.7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1%。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合并报表）实现营业利润317,406,885.0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0.86%；实现利润总额293,504,436.7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36,361,727.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0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养殖板块受行情

低迷的影响，盈利能力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58.17%，主要受公司盈利水平下

降影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418,908,636.25元，较期初增长6.00%，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403,271,970.84元， 较期初下降0.91%， 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下

降、分红规模增加影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7.83%，比上年增加2.97%，整体负债率较低。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1、2018年10月30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8-0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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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变动幅度为-50%至-20%，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5,515.28万元至24,824.44万元。

2、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6,361,727.63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56.06%，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减变动幅度，比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减变动幅度的下限低

6.06%，差异的产生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对养殖板块的存栏生猪计提了存货跌价损失，及对

下属子公司的商誉计提了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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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3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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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

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0日通过电话、邮件及书

面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汉昭先生主持。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9人，实际

出席会议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会

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及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度经营情况及2019年度经营目标测算，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及

发展的需要，2019年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

的综合授信额度，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等综合授信业务，同意根

据需要以公允价值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公司自有资产为公司的融资业务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期限以双方签署的抵押合同为准， 同意根据需要由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9年度的银行融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包括开立融资性保函），

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各家银行的授信额度、授信业务、授信条件经双方洽谈确认并以各家银

行的授信批复为准。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具体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

金的实际需求而定。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的授权人在上述额度内决定和签署相关法

律合同及文件，授权期限：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2

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0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洪朝辉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取得一定的银行授信额度有利于保障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从

而为公司保持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银行融资提

供担保，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可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意通过该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12� � � �证券简称：中新赛克 公告编号：2019-008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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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深圳市中新赛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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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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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20.80 49,781.06 38.85

营业利润

22,071.95 14,140.66 56.09

利润总额

22,331.54 14,469.74 5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75.48 13,233.12 54.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92 1.61 1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5% 20.09% -3.1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13,412.24 163,873.67 3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29,387.50 113,914.52 13.58

股 本

10,672.00 6,67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12.12 17.08 -29.04

注：

1、表中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按本期调整后的股本总额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公司2018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38.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度增长54.73%，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增长19.25%，保持了较快的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

1）国内外互联网、通信网流量持续增加，大数据分析（含人工智能）、网络内容安全需求

继续加大；

2）公司继续加大国内外市场拓展力度，销售区域覆盖面继续扩大，使得网络可视化业务

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

3）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重视产品研发和创新，提高了研发效率，保持了技术领

先优势；

4）通过发挥公司各产品之间的协同效应，形成了新的行业解决方案，并在政府相关细分

行业取得规模性突破；

5）公司重视品牌建设和产品质量，使得公司产品和服务得到了国内外客户较高的认可。

2、财务数据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到30%以上的说明

公司2018年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38.85%，主要是数据流量的持续增长以及销售渠道

建设取得良好成果所致；同时，公司产品升级优化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产品竞争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满足了客户多方面的需求，使得公司营业总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公司2018年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56.09%、54.33%和54.73%，主要是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度增长所致；另外，上述指标增长幅

度高于营业总收入增长幅度，主要是公司2018年软件增值税退税收入和利息收入较上年增加

较多所致。

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30.23%，主要是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导致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较年初大幅增长所致。

2018年末，公司股本较上年末增长60.00%，主要是公司2018年5月4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40,020,000股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 中， 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40.00%至70.0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8,526.37万元至22,496.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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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新赛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