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66 � �证券简称：传艺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9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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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

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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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293,622.50 668,634,585.88 71.44%

营业利润

115,397,925.05 86,935,588.25 32.74%

利润总额

113,643,399.61 86,746,774.13 3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96,952,949.37 77,766,282.40 24.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35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9% 10.93% -0.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03,033,635.17 1,087,896,781.52 47.35%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971,399,519.82 891,681,773.05 8.94%

股本

244,165,390.00 143,626,700.00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3.98 6.21 -3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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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定，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

事项。

1、整体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46,293,622.50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1.44%；营业利润115,

397,925.05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2.74%；利润总额113,643,399.61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1.0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952,949.37元，较上年同期上升24.67%；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

司总资产1,603,033,635.17元，较年初上升4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71,399,

519.82元，较年初增加8.94%。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核心业务领域，持续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

位不断提高，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快速成长和利润的持续提高；报告期内，公司并购了东莞市崇

康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和东莞美泰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整合了产业链，增加协同效应，

在原有产业基础上实现营业收入的增长和利润的提高。

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说明：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71.44％

业务增长；本年收购子公司的业务并入合并报表

营业利润

32.74%

业务增长；本年收购子公司的业务并入合并报表

利润总额

31.01%

业务增长；本年收购子公司的业务并入合并报表

总资产

47.35%

业务增长；本年收购子公司的业务并入合并报表

股本

70.00%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35.91%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股本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年度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净利润预计变动范围无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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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传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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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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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8

债券代码：112622� � � �债券简称：17千方01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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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重组前 重组后 与重组后相比

营业总收入

724,449.90 250,426.08 535,737.57 35.22%

营业利润

96,168.65 49,481.59 88,353.77 8.84%

利润总额

96,253.69 49,440.68 88,273.25 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6,697.51 36,466.83 46,556.97 64.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4 0.33 0.39 3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2% 10.74% 10.69% 0.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356,134.29 654,318.90 1,191,139.75 1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794,816.12 345,349.19 488,785.53 62.61%

股本（万股）

148,662.58 110,437.64 110,437.64 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35 3.13 4.43 20.77%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视频监控领先企业宇视科技的重组收购，并展开业务的全面协同。

公司按照“一体两翼”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智慧交通和智能安防两大业务的升级和发展；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为核心技术引领，加大研发投入和人才、技术储备，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保持业务专注和积极应变，优化整合，加速国内外市

场拓展，公司的经营业绩保持稳步快速增长，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

别增长35.22%和64.74%，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效。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智科技” ）92.0435%的股

权，于2018年3月完成资产交割，由于交割前交智科技受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

方集团” ）控制，与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合并，本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将交智科技纳入合

并范围，同时追溯调整可比期间财务报表。

（2）报告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5.22%，系公司智慧交通和智能安防业务保持稳步

快速增长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64.74%，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38.46%，系公

司智慧交通和智能安防业务的稳步快速增长，以及发行股份收购交智科技股权所致。

（4） 本报告期股本较期初增长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

62.61%，系公司2018年发行股份购买交智科技92.0435%的股权以及实施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使得股本增加，加上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期初增长64.74%，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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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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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19-006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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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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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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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71,794,627.70 4,383,446,140.42 15.70%

营业利润

1,398,763,781.01 1,754,687,253.23 -20.28%

利润总额

1,414,009,001.10 1,738,439,615.22 -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6,460,123.60 1,469,078,129.30 -1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7 1.32 -1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96% 46.37% -25.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3,333,598,779.04 7,999,100,056.47 6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938,305,620.39 4,037,204,430.12 96.63%

总股本

1,315,081,930.00 741,771,379.00 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04 5.44 11.03%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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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总收入507,179.46万元，同比增长15.70%，公司本期实现营业利润139,

876.38万元，同比减少20.28%，实现利润总额141,400.90万元，同比减少18.66%，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1,646.01万元，同比减少17.20%，本期业绩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如下：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临2018-125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会计政策变更后，权益工具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由于股价的下跌，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了负面影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33,359.88万元，较年初增长6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793,830.56万元，较年初增长96.63%，股本1,315,081,930股，较年初增长77.2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份的每股净资产为6.04元，较年初增长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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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30日发布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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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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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39 �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19-015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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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12日分别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2月1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2018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会议决议，公司已完成了上述章程备案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2019年2月27日取

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117429.4974万元” 变更

为“176144.2461万元” ，营业执照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002739 � �股票简称：万达电影 公告编号：2019-014号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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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0,704,010.65 13,229,380,320.49 6.59%

营业利润

1,578,815,857.08 1,871,824,637.16 -15.65%

利润总额

1,601,210,897.22 1,876,668,767.51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92,528,805.19 1,515,675,163.63 -1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338 0.8605 -1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3% 13.73% -3.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3,123,131,540.11 23,142,124,806.01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2,580,448,991.65 11,670,447,669.66 7.80%

股本

1,761,442,461.00 1,174,294,974.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7.1421 9.9383 -28.14%

注：本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100,704,010.65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59%， 主要原因系

2018年公司新增影城数量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营业收入实现稳健增长。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92,528,805.19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4.72%，主要原因系全国影城和银幕数量保持较快增长，市场竞争加剧，新开影城市场培育期

有所延长，影城单银幕产出下降所致。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761,442,461股，同比增长50%，主要系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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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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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94� � � �证券简称：*ST凡谷 公告编号：2019-013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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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216,440.13 1,425,343,511.35 -15.93%

营业利润

195,412,519.36 -486,228,514.14 140.19%

利润总额

197,986,689.01 -477,481,012.29 14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3,161,298.15 -514,433,614.13 137.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4

-0.91

13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3% -29.56%

增加

41.79

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95,230,908.99 2,021,567,624.49 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637,030,703.76 1,483,173,678.83 10.37%

股本

564,669,722.00 564,669,7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

股）

2.8991

2.6266

10.3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情况

1、报告期内，受市场需求减少影响，公司营业总收入下降了15.93%。 与此同时，公司积极

采取了调整产品销售结构以及增加出口等措施 （本期及上期外销收入占比分别为38%、

26%），本期毛利率相对较高的产品的营业收入占比有所提升。

2、报告期内，为实现扭亏为盈目标，公司持续进行了业务精简、组织机构合并、强化预算

及成本控制等措施，公司各项费用支出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下降；

3、报告期内，公司各部门持续推进人员结构优化，并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来提升人员

效率，公司人力成本及在职员工人数与上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下降；

4、为盘活现有资产，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报告期内，由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以补偿

方式收回了公司持有的位于东湖开发区武黄公路42号的 2� 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面上的

建筑物、附着物等资产。 经测算，本次交易收回的补偿金额在扣除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和相关

税费等价值后增加公司净收益约 2.43�亿元（最终会计处理及对相关财务数据的影响以会计

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逐步回升，经营性亏损大幅收窄，

整体经营业绩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19,821.64万元，相比上年同期142,534.35万元下降了

15.93%；营业利润为19,541.25万元，相比上年同期-48,622.85万元上升了140.1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316.13万元，相比上年同期-51,443.36万元上升了137.55%。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较上年末增长了3.64%和

10.3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8年度的业绩进行了预

计，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6万元～20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

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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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目前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若公司2018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负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于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因连续三年亏损被暂停上市。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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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73� � � �证券简称：*ST圣莱 公告编号：2019-006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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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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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最终能否达到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存在不确定性，

且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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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47,374,428.42 117,337,826.96 25.60

营业利润（元）

34,038,395.49 -57,030,347.60 -

利润总额（元）

12,252,948.11 -56,980,597.2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080,879.86 -56,898,346.38 -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55 -0.355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7% -18.25% -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元）

375,055,376.18 381,255,704.33 -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295,541,181.55 283,460,301.69 4.26

股本（股）

160,000,000 16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8471 1.7716 4.26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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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147,374,428.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60%。 公司

实现营业利润人民币34,038,395.49元， 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实现利润总额人民币12,

252,948.11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2,080,879.86元，扭亏为盈。

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以及营业利润的扭亏为盈主要系公司出售了康庄南路和金山路的

两处资产所致。 详细内容见2018年5月3日、6月16日、10月23日、12月25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34）、《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6）、《关于出售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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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12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0万元至141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上述业绩

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因2016年度和2017年度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3.2.1条第（一）项规定的“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溯重述

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本次业绩快报，公司2018年度净利润为正，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11月修订）》第13.2.11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

审结果表明本规则第13.2.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已消除的，公司可以向本所申

请对其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 如果公司最终的审计报告结论符合上述条件，公司将

在2018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由于业绩快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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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最终能否达到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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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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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9-013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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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元）

928,733,524.63 835,851,735.87 11.11

营业利润（元）

90,207,445.39 32,995,672.80 173.39

利润总额（元）

89,281,375.03 27,279,834.00 22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85,123,632.69 30,986,896.11 174.7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 0.04 1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9% 1.72% 2.8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元）

2,538,657,969.93 2,375,904,975.20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1,900,851,930.25 1,811,879,665.90 4.91

股本（元）

794,980,220.00 787,380,220.00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43 2.31 5.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2018年度，公司实现收入92,873.35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11%，主要原因为:互联网数

据中心（IDC）业务、企业会议业务及2018年收购深圳日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日

升” ）和香港I-ACCESS� NETWORK� LIMITED（以下简称“香港I-ACCESS” ）国际业务增

长。

2.�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9,020.74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173.39%；利润总额8,928.14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227.2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12.36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74.71%，主要原因为：（1）2017年公司进行减员增效后，2018年期间费用的降低；（2）2018年收

购深圳日升和香港I-ACCESS后， 两者合并日至年末的净利润并入2018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内；（3）上年同期因公司孙公司iTalk� Global� Communications,� Inc.和ITalkTV� HONGKONG�

Limited. 与GUANGZHOU� Media� AMERICAN� Co.Ltd之重大诉讼确认和解及诉讼相关费用

计入2017年当年损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业绩预

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70%-200%。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

业绩预计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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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19-011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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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6,411,890.49 19,833,540,079.43 -11.43%

营业利润

790,094,058.13 913,895,361.19 -13.55%

利润总额

822,707,574.61 932,149,736.91 -1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044,354.78 715,499,358.59 -1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23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4% 7.81% -1.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2,660,484,841.47 19,671,044,284.74 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626,660,841.01 9,412,287,551.61 12.90%

股本

3,290,622,729.00 3,157,838,096.00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23 2.98 8.3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11.43%；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55%、11.74%、19.21%和21.74%，主要原因

如下：

（1）公司产品受原材料价格持续走高等因素影响，复合肥产品价格上涨，同时受国内农

产品行情低迷等因素影响，市场需求不旺，导致2018年公司复合肥、控释肥产品销量较上年同

期下滑，对公司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2） 经过一年的业务开展，“亲土1号” 系列产品在大棚种植区市场脱颖而出。 为加速

“亲土1号”产品的市场拓展，公司第四季度在“亲土1号”产品投入各项费用约2亿元。

（3）公司子公司Kingenta�Investco�GmbH（以下简称“德国金正大” ）受行业特点影响，

2018年上半年处于销售旺季，1-7月份收入约19亿元， 净利润约1.5亿元； 下半年处于销售淡

季，8-12月份收入约4亿元，净利润约-1亿元。 公司子公司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德国金正大88.89%股权。

公司2018年8月1日完成对子公司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过户手

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并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1-7月份持有德国金正大股权比例为34.74%，

其利润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0.5亿元；8-12月份持有德国金正大股权比例为

94%，其利润计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亿元。 因合并口径变化导致对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8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20％-10％之间（内容详见2019年1月31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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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