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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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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6,058,436.24 12,596,539,031.75 13.57%

营业利润

916,372,940.13 786,484,848.45 16.52%

利润总额

929,135,173.20 785,748,298.64 1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79,935,316.39 677,376,240.73 15.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 0.4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9% 11.05% 0.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8,125,776,424.54 16,031,151,627.41 1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946,102,360.52 6,883,084,099.06 0.92%

股 本

1,519,375,555.00 1,012,917,037.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57 4.53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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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本变动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较报告期初增幅 50%，主要是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所致。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1,012,917,03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另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5 股。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于

2018年 6月 6日实施完毕。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13.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同比增长 0.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0.88%，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 2018年 10月 29日披露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年度的业绩预计为：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10%-3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74,511.38万元一 88,058.91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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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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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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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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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

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于 2019 年 2

月 27日上午 10时在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5 号长富金茂大厦 59 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

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0名，实际出席董事 10名，董事长孙伟挺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全

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华孚（越南）16 万

锭高档色纺纱项目”建成达产暨结项的议案》

截止 2019 年 2 月 22 日公司募投项目“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已经建设

完成，公司根据该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决定将该项目予以结项。

该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 13,067.68万美元。 截止 2019年 2月 22日。 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9,891.93 万美元。 结项之后，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3,175.76 万美元

及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425.68万元人民币。

二、以 10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余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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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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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现就召开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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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3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 -3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3 月 14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3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的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 3月 11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 2019 年 3 月 11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5号长富金茂大厦 5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

（一）议案名称

1.00《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和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和审议通过， 决议公告及相关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22 日和 2019 年 2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

本次会议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

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四）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 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后生效。 议案 2 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后生效。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会议登记时间：2019年 3月 12日 9:00-17:00。

2、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7 时前持股东账户

卡及本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领取会议相

关资料，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19 年 3 月 12 日 17 时前到

达本公司为准）。

3、会议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3735433� � � � �传真：0755-83735566

联 系 人：张正、孙献 邮编：518045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权登记表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042；投票简称：“华孚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3月 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3 月 14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 3月 1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

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

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华孚时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

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

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以上议案请在相应的表决栏内划√，同意、反对、弃权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

则视为无效委托。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三：股权登记表

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签章：

证券代码：002042� � � �证券简称：华孚时尚 公告编号：2019-09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使用结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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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

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结项并将

结余资金总额包含 3,175.76万美元和利息 425.68万元人民币，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华孚色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3221号）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4,326,500 股新股。 截至

2017年 2月 28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174,326,464股，发行价格 12.62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99,999,975.68 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总额人民币 19,883,326.4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80,116,649.22 元，其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3月 3日出具的大华验字[2017]00011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此

外，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内，并与

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额（万元）

1

华孚（越南）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88,422.501 88,400.00

2

阿克苏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89,890.51 89,6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42,000.00 40,011.66

合计

220,313.01 218,011.66

2017年 6月 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7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阿克苏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25,005.06万元，并同意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7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华孚（越

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自筹资金 45,660.02万元。 上述置换已实施完毕。

本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项目已实施完毕，相关账户已注销，详情可参

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5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new/index）上的 2017-43号公告。

本次募投项目中“阿克苏 16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已于 2018年 3月份结项，详情可参见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new/index）上的 2018-08号公告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299.88 万美元，使用期限为 12 个月以内，上

述资金已于 2019年 2月 22日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通知了保荐机构。 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批程序及归还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和 2019 年 2 月

23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new/index）上

的 2018-09号和 2019-06号公告。

三、已完成募投项目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公司“华孚（越南）16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已建成达产，截止 2019 年 2 月 22 日本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

万人民币

)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美元） 结余募集资金

华孚（越南）

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88,400.00 9,891.93 3,175.76

万美元及

425.68

万元人民币

注：“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建设地在越南，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是 2017年 2月份，资金划入越南的时间是 2017年 8月份，该项目募集资金在划入越南之前存

放 在 公 司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深 圳 市 罗 湖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 （帐 号 为

44250100002800000781），期间产生利息 425.68万元人民币。 资金在划入越南后未产生利息。

四、募集资金结余的主要原因及使用计划

截至 2019年 2月 22日，公司“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项目已全部实施完

毕，本项目募集资金结余 3,175.76万美元。 结余原因主要是：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规定，在严格保证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施工过程中加强工程

费用控制、监督和管理，最大限度节约项目资金。 1、公司严格控制采购成本，随着相关设备的

更新换代及技术的逐渐优化和成熟，该项节约设备采购费用 1,707.81 万美元；2、公司在设备

安装调试和试生产过程中，不断优化生产工艺，合理配置资源，节约工程安装费、基本预备费

和铺底流动资金合计 439.23万美元；3、该项目立项时，前期土地款由公司先以自有资金支付，

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时，该部分土地款未予以置换，致募集资金多出 1,026.30

万美元。

鉴于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董事会

拟将上述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 3175.76万美元和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425.68 万元人民币（具

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

后，公司将注销本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

公司承诺，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已经超过一年，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

未为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并承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风

险投资、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同时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通过《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项结余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结项，并将上述项目

的结余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该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华孚（越南）16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的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已建成达产，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

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

用，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议案内容及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制度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该事项。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华孚时尚本次拟将募集资金的结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

2、华孚时尚以结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经营效率、降低成本，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事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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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华孚时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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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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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以传真、电子邮

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下午

14：00时在深圳市福田区市花路 5号长富金茂大厦 59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盛永月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募投项目“华孚（越南）16 万

锭高档色纺纱项目”建成达产暨结项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募投项目“华孚（越南）16 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已经建设完

成，我们根据该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同意将该项目结项。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使用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华孚（越南）16万锭高档色纺纱项目” 的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上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

详细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1、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孚时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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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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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5,733,026.62 8,747,812,400.18 39.07%

营业利润

355,756,481.89 269,201,240.03 32.15%

利润总额

356,728,694.83 270,481,007.88 3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429,974.86 149,868,254.70 5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14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1% 7.41% 1.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013,603,538.62 6,461,861,382.62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37,713,558.74 2,562,583,591.59 6.83%

股本

1,169,516,948.00 1,169,516,94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34 2.19 6.85%

注：1、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16,573.3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9.07%；营业利润

35,575.6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2.15%；利润总额 35,672.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89%；实

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34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5.76%。 2018年度公司持续优

化业务结构，积极开发新客户。 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净利润均实现较快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 2019年 1月份进行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50%～80%，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23,085.56万元～27,702.67万元” 。 本次业

绩快报披露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3,343.00 万元，同比增长 55.76%；本次业绩快报

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2018 年度修正后经营业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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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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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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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511,875.55 1,724,623,250.45 10.20%

营业利润

97,452,124.85 60,369,756.68 61.43%

利润总额

96,931,842.60 60,451,814.76 6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032,054.01 56,074,091.49 46.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 0.14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2% 2.94% 0.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444,637,706.81 3,295,679,051.81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6,010,327.71 2,232,300,275.89 3.30%

股本

416,100,301.00 416,100,30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54 5.36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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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900,511,875.55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20%，主要是报告期

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市场结构以及新开市场，销售业绩稳步增长所致。 2018年 1-12月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2,032,054.01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46.29%； 营业利润为

97,452,124.85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61.43%； 利润总额为 96,931,842.60 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

60.3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市场结构以及新开市场，销售业绩稳步增长，

财务费用降低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444,637,706.8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06,010,327.7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5.5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36%，主要是公司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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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盈利预测中预计的业绩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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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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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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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且《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下称《协议》）涉诉事项进展情况对有关或有对价计量的影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受该等因

素影响， 本公告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快报数据与后续披露的经审计的 2018 年度报告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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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

1,207,068,780.10 1,873,363,010.20 -35.57

营业利润

-604,550,320.15 804,143,761.84 -175.18

利润总额

-611,029,931.83 800,722,984.72 -17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020,027.04 580,642,470.28 -192.66

基本每股收益

-0.2775 0.2985 -19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44 4.85 -9.29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

32,766,778,640.63 27,953,515,141.49 1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09,257,236.74 12,874,069,912.62 -11.38

股本

1,935,084,653.00 1,497,804,400.00 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90 8.60 -31.40

二、2018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18 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2.07 亿元， 较 2017 年度不含线缆业务的营业总收入

12.44亿元下降 2.93%。 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6.05亿元、利润总额 -6.11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8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175.18%、176.31%、192.66%。 报告期末，公

司总资产 327.6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09亿元，资产负债率 65.17%。

公司 2018年度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受证券市场剧烈震荡、大幅调整影响，子公司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盛证券）股票自营投资浮亏；受市场影响，报告期计提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及商誉减值准备增加；业务发展导致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较上年增长。

三、其他说明

1、关于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2018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5亿元至 -4亿元。 本次披露的 2018年度经营业绩调整为 -5.38 亿元，较前

次预计业绩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对收购国盛证券 100%股权形成的合并商誉预计计提

减值准备约 0.81亿元，最终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尚需根据评估机构、审计机构意见确定。

2、关于《协议》对本公告财务数据的影响

《协议》是 2016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中设置的估值调整机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1

月 15 日《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公告》。 有关国盛证券（母公

司）2018年未审财务数据， 可见公司 2019年 1月 21日相关公告。 由于国盛证券 2018 年度审

计、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补偿义务人应补偿金额数据尚未以《协议》

约定的方式形成。

补偿义务人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对公司提起侵权之诉， 该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月 23日公告，请投资者留意并跟踪后续进展。侵权之诉以及与该案有关的未来变化（以下

统称《协议》涉诉事项）给《协议》履行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

由于《协议》涉诉事项的审理进程与结果以及后续执行进程与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

司根据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暂无法对与《协议》有关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作出可靠计量，并

因此在 2018年度结算中未将《协议》有关或有对价列入表内计量。

故，本业绩快报全部财务数据不包括前述《协议》有关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影响；《协议》

最终是否对公司经审计的 2018年度财务数据产生影响，有待公司以及审计机构依据截止审计

报告出具日可以获得的诉讼进展信息分析判断。

3、关于《协议》对公司影响的进一步说明

公司认为，《协议》涉诉事项不影响公司对国盛证券的所有权；公司和国盛证券经营管理

合法合规，经营状况稳定，该事项也不会影响公司和国盛证券的日常经营。 鉴于补偿义务人已

对公司提起侵权之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以及责任范围的大小，需要依据最终的诉讼结果

判断，公司暂无法以定量方式确定《协议》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金额的合理预计范

围。

四、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8 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虽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

经外部审计机构审计；《协议》涉诉事项进展情况对《协议》有关或有对价计量的影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受该等因素影响，本公告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快报财务数据与后续披露的经审

计的 2018年度报告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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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650� � � �证券简称：太龙照明 公告编号：2019-014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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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庄占龙先生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 2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2月 26日至 2019年 2月 27日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2月 27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2 月 26 日 15:00 至

2019�年 2月 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文圃工业区，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7 人， 代表股份 56,927,690 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3.02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55,746,500 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51.928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人，代表股份 1,181,19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0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2 人， 代表股份 1,181,190 股， 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人，代表股份 1,181,19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10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并形成本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庄占龙先生、兰小华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49,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81,1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关联股东庄占龙先生、兰小华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49,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81,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联股东庄占龙先生、兰小华先生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349,6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81,1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

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6,38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9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547,09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3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3.6832％；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47,09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316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雷荣飞、刘家杰

3、 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

1、《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太龙（福建）商业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