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2 月 28 日 星期四

B12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82� � �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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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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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686,153.40 475,082.13 44.43%

营业利润

(

万元

) 30,621.20 22,859.99 33.95%

利润总额

(

万元

) 32,926.00 25,111.60 3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16,826.21 16,719.77 0.6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

万元

)

12,828.49 15,437.55 -16.9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0 0.32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3% 7.12% -1.0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

万元

) 989,641.06 716,427.97 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

元

)

284,700.74 271,481.72 4.87%

股本

(

万股

) 56,236.86 37,491.24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06 7.24 -30.11%

备注：本报表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公司最新股本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86,153.4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4.43%；实现营业利润

30,621.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3.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26.2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0.64%；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28.49 万元,比

上年同期下降 16.90%；基本每股收益 0.30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6.25%。公司 2018 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 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686,153.40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211,071.27 万元，增长

44.43%，主要因为：（1）沥青供应链业务收入增加 16,979.00 万元，增长 8.61%(上年合并期为

4-12月)。（2）汽车制造、销售及服务业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 184,643.55 万元，增长 141.40%，

主要是因为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汽宏远” ）从 2018年 8 月开始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期间实现营业收入 199,169.21万元。

2、 公司 2018 年度实现营业利润 30,621.20 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 7,761.21 万元， 增长

33.95%，变动主要因素为：（1）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夷

运输” ）位于建阳区 104 亩土地被收储产生税前收益 4,472.35 万元，处置位于南平市延平区

西芹镇客运中心站产生税前收益 1,071.75 万元。（2）2018 年 1-7 月全资子公司龙岩市新宇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参股东莞中汽宏远按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 -4,825.33 万元，2018 年

8-12月控股东莞中汽宏远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实现营业利润 19,166.28 万元。（3）报告期计提

资产减值损失 20,174.23万元，比上年度增加计提 13,304.41万元，相应减少营业利润，具体内

容详见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1）。

3、公司 2018年度非经常损益 7,662.75万元，扣除所得税及少数股东影响后，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损益为 3,997.72万元。 公司 2018年度非经常损益主要为武夷运输建阳区

104亩土地被收储及处置位于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客运中心站所形成。

4、公司 2018年末总资产 989,641.06万元，比年初增长 38.14%，主要为全资子公司龙岩市

新宇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受让深圳市康美特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东莞中汽宏

远 17.5%股权后持股比例增至 51%，东莞中汽宏远从 2018年 8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5、本报告期末股本比期初增加 50%，主要是因为公司于 2018年 7月实施权益分派，以当

时总股本 37,491.24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该次权益分派

进而影响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8-092）中预计 2018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11,200-18,500 万元、 预计变动幅度为 -33.01%至 10.6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826.21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0.64%；因此，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无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跃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海宁、会计机构负责人廖世

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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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全汉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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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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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

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

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2月 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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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召开， 公司于 2019年 2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送达了本

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文春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材文先生列席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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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计提

后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

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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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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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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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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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

定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价值，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

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分析和评估，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相应减

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等，各项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数

计提 合并增加 转回 转销 合并减少

坏账准备

12,944.78 8,012.18 8,278.62 - 10.00 105.31 29,120.27

其中

:

应收账款

9,232.99 4,996.06 5,583.99 - - 99.51 19,713.53

其他应收款

3,711.80 3,016.12 2,694.63 - 10.00 5.80 9,406.75

存货跌价准备

332.32 151.37 - - - 22.09 461.61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 445.96 - - - - 445.96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1.47 - - 3.67 - - 57.80

商誉减值准备

3,709.32 1,636.27 - - - - 5,345.59

应收保理款减值准备

1,276.54 9,932.11 - - - - 11,208.65

合计

18,324.42 20,177.90 8,278.62 3.67 10.00 127.40 46,639.88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计提往来款坏账准备

（一）往来款坏账准备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定，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账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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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应收款项一般以账龄作为

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 按照各级账龄的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的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

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1、公司以账龄作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照各级账龄的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的

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8,012.18万元。

2、公司本期合并范围增加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汽宏远” ）、湖

南海丰物流有限公司，合并报表日账面增加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8,278.62万元。

3、公司应收款项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8,012.18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计提 4,996.06 万元，主

要是因东莞中汽宏远 2018 年 11-12 月根据订单向东莞市城巴运输有限公司、东莞巴士有限

公司、东莞市水乡新城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东莞市小巴运输车有限公司等东莞各公交公司销

售新能源汽车而根据合同未达到收款时点所致； 其他应收款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3,016.12 万

元，主要是对东莞中汽宏远销售新能源汽车应收的地方财政补助、部份应收款项帐龄增大等

计提的坏账准备。

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一）商誉减值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资产减值》和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 - 商

誉减值》相关要求，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应

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

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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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1、受到宏观环境影响，货车汽贸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公司 2011年收购的厦门市星马王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诚维信商贸有限公司业绩及现金流不及预期。经初步减值测试，对

两家公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合计 242.42万元。

2、受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外部金融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8 年保理业务逾期

情况超过预期，公司 2013 年收购的金润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业绩不及预期。经初步减

值测试，对金润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293.86万元。

3、受改装车市场竞争激烈，业绩完成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经初步减值测试，对龙岩畅丰

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1,100.00万元。

四、计提应收保理款减值准备

（一）应收保理款计提依据及计算过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一资产减值》 及商务部发布的《商业保理企业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分类标准，公司对保理合同下受让的附带追索权应收款项按按逾期天

数正常、关注、次级和损失四类，并按照不同类别计提减值准备。公司对保理合同下受让的不

附带追索权应收款项按照个别认定法计提减值准备， 即对受让的每一项应收款项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减值计提主要原因

受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外部金融环境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2018 年保理业务逾期情

况超过预期， 按照各类账龄的应收保理款在资产负债表日的余额和相应的比例计算确定减

值损失，计提应收保理款减值准备 9,932.11万元。

五、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将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

635.77万元，相应减少公司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11,635.77万元。本次资产减值准备

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六、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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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依据充分，有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 2018年度经营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材料，我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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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结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 2018 年度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

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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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计提

后更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

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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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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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8,071,678.38 923,275,139.66 23.26%

营业利润

17,468,851.37 -1,815,821.25 1062.04%

利润总额

17,762,628.47 -969,094.15 193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25,013.83 -6,440,498.99 275.8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66 -0.0322 27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0.98% 2.7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33,004,283.95 1,275,671,778.00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656,085,419.92 641,738,636.9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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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8 3.21 2.18%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 年 （以下简称 “本报告期”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3,807.17 万元， 同比上升

23.26%；实现营业利润 1,746.89 万元，同比上升 1062.04%；实现利润总额 1,776.26 万元，同比

上升 1,932.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2.50万元，同比上升 275.84%。报告

期末总资产为 133,300.43 万元， 同比上升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5,

608.54万元，同比上升 2.24%。基本每股收益为 0.0566元，同比上升 2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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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收回长账龄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2018年 10月 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预

计为：2018年度净利润金额区间为 800万元至 1,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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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32.50万元，差异原因主要系公司应收账款回笼超过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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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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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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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聘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 ）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委派朱权炼先生、张

健先生为该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该项目已过持续督导期，但仍需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情况进行专项督导。

公司于近日收到招商证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招商证券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

朱权炼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的专项督导工作。为持续履行督导保荐义务，招商证券

委派保荐代表人黄华先生接替朱权炼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代表人，

负责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剩余督导期的保荐工作。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专项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张健先生、黄华先

生。

公司董事会对朱权炼先生在持续督导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附：黄华先生简历

现任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吉林大学管理学硕士，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从事审计、投资银行业务 12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以来，参与了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300409）非公开发行项目，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002716）非公开发行项

目，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603027）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并负责金一

文化、山东国瓷、新疆浩源等多家公司的现场内核及质量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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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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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本公告所载 2018 年度的财务数据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结果，

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除“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部分所述事项产生的影响外，公司拟披露的业绩

快报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内部会计政策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公司 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

（1）公司拟披露的业绩快报未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妙士酷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向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7500万元的相关事项做追溯调整会计处理。

（2）公司拟披露的业绩快报是否完整的披露了对外担保或对外借款存在重大疑义。

（3）公司对预付的材料款和设备款（形成预付账款和其他非流动资产）计提的坏账准

备是否充足存在重大疑义。

2、本公告所载 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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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2,045,491.46 1,498,195,219.60 -1.08%

营业利润

-362,658,762.35 169,255,808.91 -314.27%

利润总额

-433,300,889.46 168,312,479.73 -35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233,073.46 142,219,514.48 -351.8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5 0.35 -3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5% 8.78% -29.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245,115,494.25 3,376,737,560.89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66,253,575.34 1,880,876,217.97 -22.04%

股 本

421,754,014.00 421,754,014.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3.48 4.46 -21.97%

注：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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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2018 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148,204.55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1.08%； 营业利润 -36,

265.8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14.27%；利润总额 -43,330.0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5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823.3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51.89%；基本每股收益 -0.

85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342.86%；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5%，比上年同期下降 29.83 个

百分点。

2、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324,511.55�万元，比期初下降 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46,625.36万元，比期初下降 2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3.48

元，比期初下降 21.97%。

3、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8 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等指标同比下降均超过 30%，主

要原因如下：（1）因 2018年下半年汽车销售市场下滑,竞争加剧，产品毛利下降；（2）2018 年

下半年公司资金紧张，导致公司原材料的采购及产品交货的及时性受到影响；（3）受销售市

场下滑影响，公司对商誉、存货、应收预付账款、或有负倒债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使得公司

业绩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9年 1月 31日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8 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5,000万元 -38,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8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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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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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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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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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邓庆明先生的辞职报告。邓庆明先生因岗位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辞

职后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2月 27日收到公司内审负责人王遐龄先生的辞职报告。王遐龄先

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内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邓庆明先生、王遐龄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对邓庆明先生、王遐龄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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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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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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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6,987,812.57 4,031,257,331.70 54.72

营业利润

1,340,027,706.65 630,900,056.55 112.40

利润总额

1,339,538,231.16 624,661,014.89 11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2,887,416.22 524,837,228.26 119.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10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89% 66.93% 4.96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202,071,521.23 3,234,754,509.88 12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65,623,446.97 1,000,314,049.84 196.47

总股本

6,167,399,389.00 5,347,063,429.00 1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0.48 0.19 1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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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持续快速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23,698.78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4.72%；实现营业利润 134,002.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2.40%；实现利润

总额 133,953.82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14.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

288.7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9.67%。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及利润稳健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为培训学员人次持续增加，培训单价持续提高，市场领先地位及规模优势不断显现，双师、自

主 IT系统开发升级等经营数字化转型措施取得明显进展，管理效率显著提升。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20,207.15 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 122.65%。主要因为报告期

内货币资金增加、重大资产重组和其他收购业务增加资产总额。

3、 本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6,562.34万元， 比报告期初增长

196.47%。主要因为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和重大资产重组增加资本公积，相应影响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 152.6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对外披露《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9-017），预计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0,000 万元–116,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经营业绩与前期业绩预告修正基本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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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9-00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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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24,316.62 193,119.76 16.15%

营业利润

22,649.65 10,606.32 113.55%

利润总额

23,575.42 11,233.45 10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299.76 9,326.21 128.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4 0.11 1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1% 4.49% 5.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80,992.08 476,193.25 2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61,779.40 238,994.74 9.53%

股本

（

万股

）

92,085.11 89,624.11 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2.84 2.67 6.3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 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24,316.62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6.15%； 营业利润 22,

649.6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13.55%； 利润总额为 23,575.42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9.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299.7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39%。主要由

于公司 2018年在手订单充足，订单质量较好，实现终验收的模具项目较多，公司主营业务盈

利状况较好；公司参股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达 580,992.08 万元，较 2017 年

末增长 22.01%；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61,779.40 万元，较 2017 年

末增长了 9.53%；公司实施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导致公司股

本较上年同期增加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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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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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300539� � � �证券简称：横河模具 公告编号：2019-008

转债代码：123013� � � �转债简称：横河转债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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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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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45.91 49,200.09 9.65

营业利润

1243.97 3,647.80 -65.90

利润总额

1274.93 3,742.20 -6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64 3,147.14 -62.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 0.1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3% 8.62% -5.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7199.04 75,705.49 28.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0614.57 37,733.09 7.64

股本

20900.00 20,9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1.94 1.81 7.18

注：本表中所填列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945.91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9.65%；归属于上市公司

的净利润 1172.64 万元，较 2017 年下降 62.74%；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较 2017 年下降 60%，

系受以下因素综合影响：通过坚持开拓市场、努力保证品质、真诚服务客户，公司营业收入同

比有所增加；但报告期内因若干新成立子公司尚处在前期投入建设阶段，仍未实现盈利，同

时因新项目投建和相关研发投入增加致相关成本费用增加， 融资总额上升致利息费用较上

年同期增加。

2、财务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 97199.04万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加 28.39%，系公司购置设备、

新设子公司基建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 1.94 元，较本报告期期初增

加 7.18%，系本报告期发行可转债权益部分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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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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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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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141� � �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8-013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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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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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216,474.63 1,163,563,826.58 -13.52%

营业利润

13,696,735.57 7,301,294.31 87.59%

利润总额

14,026,605.45 6,718,733.20 10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8,807.58 9,157,166.14 -22.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062 0.0081 -23.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70% -0.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872,470,898.98 1,611,161,173.92 1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12,978,259.65 1,307,344,537.44 0.43%

股本

1,134,656,519.00 1,134,656,51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1572 1.1522 0.43%

注：上述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00,621.6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52%；实现营业利

润 1,369.67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87.59%； 实现利润总额 1,402.66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6.8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81%。营业利润与利

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87,247.09 万元，较期初增长 16.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31,297.83万元，较期初增长 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572 元，

较期初增长 0.43%。公司总资产增长的原因主要系本期经营规模扩张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坡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经

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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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