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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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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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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7,227,526.07 6,540,626,308.65 -4.49%

营业利润 913,985,979.91 1,230,913,413.96 -25.75%

利润总额 926,210,471.99 1,226,039,856.06 -24.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6,041,594.58 1,004,882,891.14 -2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10 0.4074 -31.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0% 21.93% 减少9.8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4,114,910,620.65 14,337,649,856.16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364,560,612.33 5,790,881,553.14 9.91%

股 本 2,588,713,789.00 2,584,549,733.0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586 2.2406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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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说明

本年度公司整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各项业务稳健发展。公司在深化氯碱新材料一体化

产业链的基础上，重点推动土壤改良、新材料、氢能源等业务的发展，同时通过持续的“技术

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本年度氯碱产品产销量稳定，经营效益良好。但由于第四季度部分产品市场价格低于预

期，同时公司根据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补充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本年度净

利润较上年有所下滑。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24,722.7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604.1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75%。

（二）报告期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本年度盈利较好使得期末未分配利润增加；本年度完成股票

期权行权使得总股本有所增加。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411,491.06万元， 较期初减少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36,456.06万元，较期初增加9.91%；总股本为258,871.38

万股，较期初增加0.1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90,000万元至102,000万元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低于前

次业绩预计范围的下限，不存在重大差异。主要由于第四季度部分产品市场价格低于预期，同

时公司根据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收情况，补充计提了相应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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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01� � � �证券简称：齐心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3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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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5,846,813.56 3,181,639,488.48 31.88%

营业利润 196,185,692.96 159,444,489.82 23.04%

利润总额 245,562,771.63 161,682,074.34 5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36,843.38 140,071,834.96 50.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3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6.40% 1.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003,293,211.81 4,712,127,567.09 4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26,482,075.17 2,431,522,857.68 3.91%

股本 641,801,082.00 427,867,388.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94 5.68 -30.6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584.6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1.88%； 利润总额24,

556.2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幅为51.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113.68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幅为50.73%。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2018年度公司继续秉持“夯实主业、打造平台、布局生态” 的发展战略，围绕“硬件+软件

+服务” ，构筑企业级办公一站式服务平台，通过不断叠加商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

方案的智慧办公服务， 公司对企业级客户办公需求综合服务能力持续提升，2018年度公司

“B2B办公物资+云计算云视频” 业务双轮驱动，经营业绩实现有效增长。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00,329.32万元，较期初增长48.62%，总资产增长主要是公司流动

资产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52,648.21万元，较期初增长3.91%；每股净资

产3.94元，较期初减少30.63%，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18年5月28日以公司2017年末总股本427,

867,38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到641,801,082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预计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20,310.42万元至27,314.01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113.68万元，在前次预计范围内。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

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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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完美世界 公告编号：2019-007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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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6,018,540.51 7,929,815,019.06 1.34%

营业利润 1,842,519,853.46 1,589,446,159.84 15.92%

利润总额 1,896,652,262.94 1,648,853,285.34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2,708,783.83 1,504,708,688.78 13.16%

基本每股收益 1.30 1.14 14.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7% 19.57% 0.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808,774,359.82 16,584,903,565.67 -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435,609,349.82 7,964,168,464.57 5.92%

股 本（股） 1,314,799,692 1,314,701,605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50 6.06 7.26%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累计17,019,793股。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相关规定，上述回购股份属于库存股，在计算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时予以扣除。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6,018,540.51元，较上年增加1.34%，报告期内公司优化

资产结构、处置院线业务，剔除院线业务影响，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增加6.24%；实现营业利润

1,842,519,853.46元， 较上年增加15.92%； 实现利润总额1,896,652,262.94元， 较上年增加

15.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2,708,783.83元，较上年增加13.16%；实现基本

每股收益1.30元/股，较上年增加14.0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较上年稳步增长：

游戏方面，报告期内《诛仙手游》及《诛仙》、《完美世界国际版》、《DOTA2》等经典端

游大作延续稳定表现，公司推出的端游及主机游戏《Subnautica（深海迷航）》，移动游戏《武

林外传手游》、《烈火如歌》、《轮回诀》、《神雕侠侣2》等新的游戏产品，助力公司游戏业务

持续稳健发展。公司持续加大新游戏的研发及细分游戏市场领域的布局，目前公司有《完美

世界》 手游、《云梦四时歌》、《梦间集天鹅座》、《新笑傲江湖》、《我的起源》 等数款涵盖

MMORPG、二次元、沙盒、SLG、ARPG等多种游戏类型的项目正在研发中，其中由腾讯发行

的《完美世界》手游将于近期上线。

影视方面， 公司推出的《利刃出击》、《烈火如歌》、《忽而今夏》、《归去来》、《走火》、

《最美的青春》、《香蜜沉沉烬如霜》、《娘道》、《苏茉儿传奇》、《黄土高天》、《小女花不弃》

等精品电视剧、网剧于2018年起相继播出，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报告期内，公司还出品了

《艳势番之新青年》、《绝代双骄》、《勇敢的心2》及《七月与安生》等影视作品；此外，包括

《青春斗》、《不婚女王》、《鳄鱼与牙签鸟》、《老酒馆》、《霍元甲》、《义无反顾》、《趁我们

还年轻》、《西夏死书》、《壮志高飞》、《半生缘》、《山月不知心底事》、《蓝盔特战队》、《新

一年又一年》、《河山》、《碧海丹心》、《燃烧的DNA》、《巨匠》 等在内的多部影视剧已完成

制作或在制作过程中。电影方面，公司推出的网络大电影《灵魂摆渡·黄泉》及由张艺谋执导

的史诗传奇电影《影》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及市场收益，与美国环球影业（Universal� Pictures）

的片单投资及战略合作继续按计划推进。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15,808,774,359.82元，比期初减少4.68%，主要系

报告期内处置院线业务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435,609,349.82元，比期

初增加5.92%，主要来自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以及股份回购带来的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的

减少，使得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达到6.50元/股，比期初增加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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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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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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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9-003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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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8年年度净利润变动幅度20.00%

至50.0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3,606.97万元至67,008.71万

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囗亏损 囗扭亏为盈 囗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囗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37.29%

盈利：44,672.48万元

盈利：28,014.79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低于前次业绩预告预计的区间， 主要原因是： 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13,

893.58万元。近年来，公司在稳固输配电设备业务发展的同时，光伏电站EPC业务也得到长足

的提升，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公司部分客户融资难度增加，年末资金周转紧

张，回款预期未实现，形成一定差异；同时，公司为支持地方光伏扶贫承建的光伏扶贫EPC项

目收款进度也低于预期，公司对应收款项回款情况进行了审慎分析，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了坏账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18年年度经营业绩具体财务数

据以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谨慎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58� � � �证券简称：森源电气 公告编号：2019-002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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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700,838,142.70 3,551,471,459.74 -23.95

营业利润 316,129,254.59 473,274,644.46 -33.20

利润总额 318,435,624.52 512,020,475.56 -3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0,147,926.00 446,724,764.38 -37.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0 0.48 -37.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9.49% -3.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9,300,203,360.01 8,549,338,246.37 8.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040,072,722.35 4,890,090,773.13 3.07

股 本 929,756,977.00 929,756,977.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42 5.26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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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1,612.9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3.20%，利润总额31,843.56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8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014.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7.29%。公司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增加13,893.58万元。近年来，公司

在稳固输配电设备业务发展的同时，光伏电站EPC业务也得到长足的提升，报告期内，受国家

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公司部分客户融资难度增加，年末资金周转紧张，回款预期未实现，形成

一定差异；同时，公司为支持地方光伏扶贫承建的光伏扶贫EPC项目收款进度也低于预期，公

司对应收款项回款情况进行了审慎分析，并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

了坏账准备。2、财务费用增加6,691.56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为补充流动资金，银行贷款增加，导

致相应利息费用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总资产930,020.34万元，比上年末增加8.7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504,007.27万元，比上年末增加3.07%，主要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中预计2018年年度净利润为53,606.97万元至67,008.71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14.79万元，存在主要差异原因详见本公告中关于经

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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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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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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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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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372,229.59 1,624,485,263.90 -6.35%

营业利润 -1,029,957,757.40 219,817,031.32 -568.55%

利润总额 -1,023,364,325.44 219,404,864.92 -5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3,675,898.30 187,286,639.51 -667.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399 0.1640 -67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5% 5.00% -40.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694,708,452.48 5,188,697,163.18 -2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493,053,627.40 3,614,739,412.04 -31.03%

股 本（股） 1,126,430,898.00 1,141,843,083.00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21 3.17 -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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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1,372,229.59元，同比减少6.35%；利润总额-1,023,364,

325.44元， 同比减少56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3,675,898.30元， 同比减少

667.94%；基本每股收益-0.94元，同比减少673.13%。公司业绩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对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存在重大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 （商誉和机顶盒业务部分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

账款）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合计约12.28亿元，具体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3）。

截止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为3,694,708,452.48元，较期初减少28.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493,053,627.40元，较期初减少3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21元，较期初减少30.09%。主要系公司报告期限内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导致公司

2018年度业绩亏损，致使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规模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95,000万元至亏损12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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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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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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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

2月23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 并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三楼会议室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名，通讯会议由董事长张红先

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

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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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

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

值测试，经相关排查和减值测试，公司董事会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重大减值迹象的相关

资产（商誉和机顶盒业务部分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账款）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经过公司核

算，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上述重大资产减值准备合计约12.28亿元，预计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8亿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约12.28亿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具体情况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相关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

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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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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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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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

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

值测试，经相关排查和减值测试，公司董事会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重大减值迹象的相关

资产（商誉和机顶盒业务部分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账款）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① 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于2014年收购完成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2015年收购完成福建骏鹏通信

科技有限公司及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收购上述三项资产，形成商誉合计125,959.48万

元，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商誉进行

了初步的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公司预计2018年度将计提合计约10.82亿元商誉减值准备。

②单独计提金额重大坏账准备：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的相关坏账计提政策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

果，公司预计对机顶盒业务部分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账款作单项坏账计提共计约1.56亿元，预

计导致2018年度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1.46亿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据和原因说明

（一）商誉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人民币

减值资产名称 期初商誉净值 本期减值准备金额 期末商誉净值

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

公司

62,730.54 52,700.00 10,030.54

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60,903.91 54,300.00 6,603.91

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578.71 1,150.00 428.71

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商誉每年均进行减值测。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

减值损失。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 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

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

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 相关税

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

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 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

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

小资产组合。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

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

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

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 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各项资产商誉减值准备的依据和原因：

1、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经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许可[2014]783号《关于核准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张红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公司向张红等重组交易方发行共计55,668,

010股股份购买合肥同智机电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智机电” ）100%股权；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6,901,84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2014年9月3日，同

智机电100%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2014年9月12日，本

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62,568,010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登记手续；2014年9月22日，该等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完成上市。上述交易中，形成的商誉

金额为62,730.54万元。

（2）本次计提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商誉并

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加

剧、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素，对商誉对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

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分析，管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

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 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12.70%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流量时：基于同智机电2018年动工建设募投项目“智能机电设备及管

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公司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和管理的成本效益原则，决定在募投项目建设完

工后，同智机电将于2020年进行生产基地搬迁，搬迁后将主要利用新资产组进行生产经营。对

于原资产组中的房屋及土地，同智机电计划将其用以出租或直接转让；相关尚有使用价值的设

备，将其搬迁至新厂区继续使用，并在五年内逐渐对其更新置换。同时同智机电未来经营主要

依靠新厂区新资产，原资产组使用效率将大幅下降，同智机电原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将持续下

降。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2.7%作为资产组未来现金流的

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Beta，选择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数（βu）为1.1242。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系数的确定：根据同智机电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确定同智机电

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财务杠杆的β值，依照目标公

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同智机电公司的有财务杠杆的β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所

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 管理层以WIND数据库五年沪深300指数市场报酬率8.49%

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风险溢价为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a的确定： 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企业规

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同智机电特有风险的判断，取

风险调整系数为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对收购日至2018年12月

31日新增资产中与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调整资产组账面价值，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组

账面价值为11,435.93万元， 加上商誉价值62,730.54万元， 合计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74,

166.48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金额确

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

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预计可收回金额合计约为21,500万元，同智机电暂无金融

负债，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74,166.48万元，故公司对同智机电的商誉减值约为52,700万

元。

2、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2015年8月4日，公司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骏鹏” ）股东林超和

林增佛签订了《关于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现金40,020万元受让

林超所持有的福建骏鹏58%的股权， 以现金28,980万元受让林增佛所持有的福建骏鹏42%的股

权。本次收购事项经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2015年8月20

日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5年9月底， 该股权转让事宜已完成了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自2015年10月1日起，福建骏鹏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上述交易中，形成的

商誉金额为60,903.91万元。

（2）本次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商誉并

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加

剧、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素，对商誉对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

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分析，管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

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预测，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12%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流量时：公司管理层结合福建骏鹏经营状况，市场行情，未来规划等因

素，对福建骏鹏2019年现金流进行预测。基于福建骏鹏所在区域城市规划和公司新项目发展的

需要，公司2018年决定在福州长乐新建厂区，等建成后将原有资产组中设备搬迁至新厂区，对

于2019年之后的现金流，由于福建骏鹏已在福州长乐镇进行新厂房建设，预计以后期间将不会

在对原资产组进行投入，同时结合原资产组主要设备的使用年限，2016年至2018年的业绩变动

趋势，预计2019年后原资产组现金流入将持续下降。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2.00%作为资产组未来现金流的

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Beta，选择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数（βu）为0.9816。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系数的确定：根据福建骏鹏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确定福建骏鹏

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财务杠杆的β值，依照目标公

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福建骏鹏公司的有财务杠杆的β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所

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 管理层以WIND数据库五年沪深300指数市场报酬率8.49%

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风险溢价为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a的确定： 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企业规

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福建骏鹏特有风险的判断，取

风险调整系数为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

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 对收购日至2018年12月31日新增资产中与

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 调整资产组账面价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资产组账面价值为10,

447.37万元，加上商誉价值60,903.91万元，合计被测试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71,351.28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金额确

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

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现值合计为约为17,000万元，公司暂无金融负债，被测试

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71,351.28万元，故公司对福建骏鹏的商誉减值约为54,300万元。

3、洛阳嘉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1）商誉的形成

2015年2月，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银河同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同智” ）

与张家书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以现金2,520万元受让张家书所持嘉盛电源40%股权，并

在其董事会拥有半数以上席位，从而取得控制权，2015年2月1日为合并日，嘉盛电源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合并日确认商誉2,325.03万元。2015年4月对嘉盛电源按照持股比例40%增资680

万元。2015年8月4日，公司及银河同智与嘉盛电源股东张家书签订了《关于洛阳嘉盛电源科技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18,280万元收购嘉盛电源剩余60%的股权，收购日投资成本与

所享有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差额为15,453.23万元在合并报表依次冲减资本公积与留存收

益。由于嘉盛电源2015-2017年未完成累计业绩承诺，因此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2017年对嘉盛

电源商誉发生减值，并计提减值准备746.32万元，计提减值后嘉盛电源对应商誉剩余1578.71万

元。

（2）本次商誉减值的情况

按照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将商誉并

表日对应的资产组确定为减值预测的资产组（未含新投资项目）， 且鉴于市场竞争环境的加

剧、资产组寿命以及技术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等综合因素，对商誉对应的原有资产组的盈利预

期作了谨慎下调，对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进行分析，管理层根据最近一期的财务预算编制对应

资产组未来的现金流量预测，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确定的折现率12.7%对资产组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得出资产组的可回收金额。

折现率的确定：管理层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12.7%作为资产组未来现金流的

折现率，在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时，主要依据参数如下：

①无风险报酬率(Ra)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数据，取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平均值

2.90%作为无风险收益率。

②无财务杠杆风险系数的确定：根据WIND数据库的上证指数上市公司Beta，选择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进行风险系数的分析比较，测算出无财务杠杆的风险系数（βu）为1.1242。

③企业有财务杠杆的β系数的确定：根据同智机电公司以前年度资本结构，确定洛阳嘉盛

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无金融负债)。按照以下公式，将上市公司的无财务杠杆的β值，依照目标公

司的资本结构，折算成洛阳嘉盛电公司的有财务杠杆的β值。

④市场风险溢价Rpm：市场风险溢价是对于一个充分风险分散的市场投资组合，投资者所

要求的高于无风险利率的回报率。 管理层以WIND数据库五年沪深300指数市场报酬率8.49%

与五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2.90%为基础，取本次市场风险溢价为5.59%。

⑤特别风险溢价a的确定： 特有风险调整系数为根据单位与所选择的对比企业在企业规

模、经营管理、抗风险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进行的调整系数。根据对洛阳嘉盛特有风险的判断，取

风险调整系数为3.5%。

测试计算过程如下：

公司管理层以收购日所确定的资产组为基础， 对收购日至2018年12月31日新增资产中与

原资产组相关的资产，调节资产组账面价值，截至2018年12月31日，资产组账面价值为2,791.49

万元，加上商誉价值2,325.03万元和收购少数股权冲减资本公积的15,453.23万元，合计被测试

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20,569.75万元。

公司在计算该资产组合未来可收回金额时是按照资产组合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金额确

定。公司结合企业目前经营状况、行业发展情况、未来经营战略，对未来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现

金流量进行了预测，经计算，该资产组现值合计为约为5,000万元，公司暂无金融负债，被测试

的资产组合总价值为20,569.75万元，故公司对嘉盛电源的商誉减值约为15,600万元。应分摊至

商誉减值准备金额约为1,900万元（分摊比例是根据上述收购过程嘉盛电源经过两次估值，因

此达到控制权时所产生的商誉所对应的资产组合价值相当于全部价值的12.16%）。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本公司已对洛阳嘉盛商誉计提746.32万元商誉减值准备，故本期补提商誉减值准备

约为1,150万元。

（二）单独计提金额重大坏账准备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类别 期末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单项金额重大并已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26,281.27 15,600 10,681.27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

期末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则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

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可收回金额是通过对其的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

未发生的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扣除预计处置费用

等）。原实际利率是初始确认该应收款项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短期应收款项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与其现值相差很小，在确定相关减值损失时，不对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

期末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是指： 应收款项余额前五名或占应收账款余额10％以上的款项之和且金额

500万元以上。

大额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和原因如下：

截止2018年底，公司应收账款主要集中在机顶盒业务，本次大额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主

要由于公司机顶盒业务有三家应收款余额较大的客户逾期付款时间较长且没有后续的付款计

划、 客户自身出现较大的经营困难或经营停止等比较明显的可能导致重大减值的迹象， 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和公司的相关坏账计提政策，公司董事会基于客观存在的

风险，以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三项应收款进行了单独计提金额重大坏账准备处理，计提坏账准

备约为15,600万元，预计导致2018年度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14,572万元。

目前公司尚在审计过程中，具体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以最终审计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经过公司核算，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上述重大资产减值准备合计约12.28亿元，预计将减少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8亿元， 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约12.28亿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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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等相关法规进行，符

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五、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

司计提减值是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

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公司2018年度对存在重大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商誉和机顶盒业

务部分存在重大风险的应收账款）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合计约12.28亿元，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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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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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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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2月

2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并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其中李春燕以通讯方式出席。议由顾革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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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一《商誉减值》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

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相关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确定并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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