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66� � �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19-009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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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化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52,510,077.32 3,145,194,889.18 19.31%

营业利润

197,638,447.73 196,958,232.40 0.35%

利润总额

197,210,273.38 197,712,742.23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860,326.10 153,737,339.81 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20 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5.49%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化幅度

总资产

3,815,997,320.52 3,530,728,887.56 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987,425,850.54 2,860,595,662.57 4.43%

股本

754,329,268.00 754,329,26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96 3.79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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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251.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9.31%，营业利润19,

763.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0.3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5,886.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了3.33%。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拓展国内汽车厂市场，主

营业务持续增加，整车销售及后市场业务也稳定发展，同时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增长。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较年初增长8.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较年初增长4.43%，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滚存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为12,298.99万元至18,448.4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20%至20%。本次业

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所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

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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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财务数据

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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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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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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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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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047,658.50 873,154,413.85 43.74%

营业利润

131,238,760.16 123,716,418.92 6.08%

利润总额

137,313,005.22 123,537,496.33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662,840.67 101,085,352.47 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53 1.50 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8% 29.98% -7.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464,596,465.58 906,784,989.29 6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919,032,904.45 370,187,117.56 148.26%

股 本

90,000,000.00 67,5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0.21 5.48 8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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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55,047,658.50元，同比增长43.74%；营业利润131,

238,760.16元，同比增长6.08%；利润总额137,313,005.22元，同比增长11.1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8,662,840.67元，同比增长7.50%；基本每股收益1.53元，同比增长2.00%。报告

期内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系受“两票制”影响制剂产品售价提高所致。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64,596,465.58元，比年初增长61.5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19,032,904.45元，比年初增长148.26%；股本90,000,000.00元，比年初

增长33.3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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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10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 《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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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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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2� � �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9-003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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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513,008.50 967,959,596.22 18.24%

营业利润

41,401,698.52 -24,092,519.89 271.84%

利润总额

41,309,654.46 -24,627,160.64 26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4,076,308.30 -27,281,941.24 224.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09 -0.0567 225.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3.55% 7.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153,153,678.84 1,074,053,968.12 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803,480,591.19 770,193,941.68 4.32%

股 本

480,760,000.00 506,702,000.00 -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6713 1.5200 9.95%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4,451.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4%。净利润3,407.63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4.90%。公司利润增长主要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和销售渠道拓展，高端

产品销售占比进一步提高，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较上年有较大提升。此外公司加强内部

管理，严格把控和提升费用效率，整体费用占比同比下降，公司净利润增长224.9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发布了《2018年度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500一一5000万元，本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披露的数据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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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19-006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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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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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3,762,231.19 21,323,938,529.08 2.91%

营业利润

841,934,351.60 -2,971,154,024.74 128.34%

利润总额

772,480,172.00 -2,961,515,424.52 1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1,245,898.50 949,416,040.24 2.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180 0.9443 -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3% 41.31%

减少

19.9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36,294,144,325.39 35,527,510,125.71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137,218,676.13 4,061,385,855.80 26.49%

股 本

1,063,413,323.00 1,063,587,938.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8309 3.8186 26.5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财务状况良好。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194,376万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2.91%；营业利润84,19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8.34%；利润总额77,248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125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30%。

1．营业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1）公司在营业收入小幅增长的情况下，通过资源共享、分工协作，使得公司全产业链的

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发掘，产品成本不断下降，整体毛利率大幅度提升。

（2）公司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利盟的整合力度，使公司整体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支出得到

控制，管理效率提升。

（3）公司财务费用大幅度下降，主要受益于汇率波动，公司录得大额的汇兑收益（上年同

期为大额的汇兑损失），同时公司有息债务余额减少，本年度利息支出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减

少。

（4）公司本年投资收益大幅度减少，主要是上年同期出售美国利盟ES企业软件业务产生

投资收益基数较大。

2.� 2018年各业务单位主要收入情况如下：

（1）艾派克微电子业务

销售收入11.99亿元，同比增长12%。

（2）SCC业务

销售收入9.9亿元，同比下降12%。

（3）通用打印耗材业务

耗材销售收入（不含收购三家国内耗材公司）21.55亿元，同比增长17%。

控股的三家通用打印耗材公司：中润靖杰、珠海拓佳、珠海欣威，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实现

协同管理，通过内部耗材业务资源共享，进一步稳固了集团在耗材业务方面的领导地位。2018

年，三家公司均完成了业绩指标，达到了预期的增长。

（4）打印机业务

1）奔图打印机业务（被托管业务，未合并财务报表）

2018年，“奔图PANTUM” 打印机业务销售收入及打印机出货量同期增长均超过50%。

2）利盟打印机业务

销售收入2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0%，毛利额大幅增长，费用总额进一步下降，经营情况持

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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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披露的 2018�

年业绩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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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

定自2019年3月1日起，开通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海富通添益货币市场基金

A

类份额：

004770

B

类份额：

004771

2

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006080

A

类份额：

006081

3

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份额：

006556

A

类份额：

006557

二、基金销售机构

自2019年3月1日起，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投资者可通过直销中心及部分代销机构办理上述

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三、转换费率

1、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

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

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

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

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2、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A=[B×C×(1-D)/(1+H)+G]/E

F=B×C×D

J=[B×C×(1-D)/(1+H)]×H

其中，

A�为转入的基金份额数量；

B�为转出的基金份额数量；

C�为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D�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E�为转换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F�为转出基金份额的赎回费；

G为转出基金份额对应的未支付收益，若转出基金为非货币市场基金的，则G＝0；

H�为申购补差费率，当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时，则H=0；

J�为申购补差费。

特别提示：上述基金转出金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在

转出资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转入份额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

差在转入基金的基金资产中列支。

举例：一投资者将持有7天（含）以上、30天以下的的10,000份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A份额

转换到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A类份额，假设转换申请日海富通研究精选混合A类和海

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A类份额的份额净值分别为1.100和1.050元， 则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率为0.75%� ,�相应的该笔转换所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为0� %，则有：

A=[B×C×(1-D)/(1+H)+G]/E

=[10,000×1.100×（1-0.75%）/(1+0%)+0]/1.050=10,397.62份

F=B×C×D=10,000×1.100×0.75%=82.50元

J=0

即，该投资者承担82.50元赎回费，将获得10,397.62份海富通电子信息传媒产业股票A类基

金份额。

3、办理时间

转换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赎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具体办理规

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四、业务规则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换出基金及拟转

换入基金的销售。

（2）单笔转换入申请不受转换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限制。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某笔基金

转换将导致其在该销售机构所持有的剩余基金份额低于规定限额的（具体限额参见相关公告

和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应申请一并转换。

（3）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上述基金的单笔转换申请份额最低为10份。投资者

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换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换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

状态，否则，转换申请将确认为失败。

（4）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换出、转换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基础进行计算。

（5）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T+1日对投资者T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

效性确认，办理转换出基金的权益扣除以及转换入基金的权益登记。在T+2日后（包括该日）

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查询基金转换的确认情况。

（6）单个开放日内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

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开放

日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时（具体比例以转换出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为准），可能会视为

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并部分确认时，基金转换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换出或部分转换出， 并且对于基金转换出和基金赎

回，将采取相同的确认比例。在转换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换出申请将不

予以顺延。

（7）持有人对转换入基金的份额持有期限自转换入确认之日算起。

（8）转换和赎回业务均遵循“先进先出” 的原则。如果转换申请当日，同时有赎回申请的

情况下，则遵循先赎回后转换的处理原则。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同一基金不同份额类别之间不能进行转换。

（2）本公告仅对上述基金转换事项予以说明。

（3）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 亦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40099）垂询相关事宜。

（4）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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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56� � � �证券简称：摩登大道 公告编号：2019-00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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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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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417,807.04 921,279,626.39 69.70%

营业利润

61,172,372.27 125,888,833.38 -51.41%

利润总额

62,367,076.21 128,307,967.06 -5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730,826.55 134,681,024.91 -4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647,551.51 28,338,756.92 12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63 0.1958 -4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6.46% -3.3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65,353,814.80 3,381,418,978.33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448,362,136.53 2,363,268,619.86 3.60%

股本

712,519,844.00 445,324,903.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44 3.32 3.61%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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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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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计算。

3、公司2018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以截至2017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267,194,94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12,519,844股；同时以2017年

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679,873.55元（含税）。

4、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730,826.55元，扣除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等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64,647,551.51元。2017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681,024.91元， 扣除2017年3月出售控股子公司连卡福 （衡

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股权取得投资收益以及其他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338,756.92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63,417,807.0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70%；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自有品牌业务、代理品牌业务、线上业务收入、移动应用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1,172,372.27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51.41%；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62,367,

076.2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730,826.55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43.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5,730,826.55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28.12%。2018年度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收入、经营性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2）武汉悦然心动顺应海外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出海拓展业务，并实

现流量变现，扩大了市场占有率，业绩贡献较上年同期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3,365,353,814.80元，较期初下降0.48%；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448,362,136.53元，较期初增长3.60%；股本712,519,844.00元，较期

初增长60.00%，股本变动的原因是公司2018年5月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公司以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267,194,94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712,

519,844股；同时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445,324,90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6,679,873.55元（含税）。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 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5.75%至-48.

03%，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比下降43.77%，

与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斐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陈阿

妮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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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9-01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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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0,009,800.21 3,399,324,143.50 12.96%

营业利润

-1,217,853,369.06 298,723,770.68 -507.69%

利润总额

-1,243,233,324.71 305,810,426.77 -50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89,997,033.13 202,809,263.86 -78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452 0.1087 -78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9.79% 4.88%

同比下降

44.6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842,831,652.75 10,253,239,638.48 -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2,795,742,836.94 4,188,543,948.49 -33.25%

股本

1,865,236,430.00 1,865,236,43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元）

1.4989 2.2456 -33.2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840,009,800.21元，同比增长12.96%，实现营业利润-1,

217,853,369.06元， 同比下降507.6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9,997,033.13

元，同比下降785.37%。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均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系报告期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8.71亿元、四川恒康源药

业有限公司毛利亏损2.53亿元及贷款增加财务费用上升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大幅下降， 主要系报告期亏损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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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

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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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9-01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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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2月21日以电子邮件、短信等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董事7名，实际

表决董事7名，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总计为51,518.32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14号）。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9-01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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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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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修订）的有关

规定，现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为更加真实、准确反映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各类相关资

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对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有关资产计提相

应的减值损失。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

经过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51,518.32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类别 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商誉

32,951.13

无形资产

5,700.00

长期股权投资

6,600.00

坏账准备

6,267.19

合计

51,518.32

3、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商誉（指三宝堂、蓬溪医院、恒康源、辽渔医院、杰傲湃思及盱眙医院的商

誉）

账面价值（万元）

40,753.56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7,802.4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测资产组未来经营现金流量并折算现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计提金额（万元）

32,951.13

本次计提原因 经营前景不理想，本着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公司收购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宝堂” ）、蓬溪恒道中医（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蓬

溪医院” ）、四川恒康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源” ）、大连辽渔医院（以下简称“辽

渔医院” ）、杰傲湃思生物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傲湃思” ）和盱眙恒山中

医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医院” ）经营前景不理想，基于目前经济形势以及公司资

产、财务状况的考虑，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2,951.13万元。

2、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万元）

7,200.00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1,5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测未来经营现金流量并折算现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计提金额（万元）

5,700.00

本次计提原因 未来可回性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 根据

《企业会计准备》等规定，在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的基础上，发

现成都平安医院肿瘤中心收益权（以下简称“平安医院” ）无形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平安医院

收益权账面净值为7,200万元，未来可回性金额存在不确定性，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计

提5,700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3、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万元）

17,200.00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10,6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预测转让价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计提金额（万元）

6,600.00

本次计提原因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盈利未达预期，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

因资阳健顺王体检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医院” ）经营状态不佳并出现亏损，公

司在综合考虑资阳医院的市场环境及经营情况下，经公司慎重考虑，决定暂停资阳医院的生

产经营活动。同时，公司拟出售广安福源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福源医院” ）股权，按

预计转让价格计算，报告期股权投资产生减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规

定，报告期计提了资阳医院、福源医院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6,600万元。

4、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万元）

6,267.19

资产可回收金额（万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经个别认定，预计不能收回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本次计提金额（万元）

6,267.19

本次计提原因

对预期无法收回的款项计提减值，采用“个别认定法”计提的单项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综合分析相关债务方的经营状况、账龄、可回收

性等因素，本着谨慎性原则，2018年末公司采用“个别认定法” ，决定拟对本次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6,267.19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1,518.32万元，将减少公司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518.32万元，相应减少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1,518.32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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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及

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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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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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2月2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宁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监事3名，实际表决

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

规定及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审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此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公允地反

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