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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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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05,407,832.48 932,771,728.32 7.79%

营业利润 210,761,728.88 151,822,165.80 38.82%

利润总额 212,061,219.88 156,852,653.08 3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534,213.31 133,150,739.85 3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0.46 32.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5% 9.92% 2.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29,756,315.42 1,579,917,773.10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79,846,139.89 1,341,120,538.86 17.80%

股本 294,682,500.00 196,455,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36 6.83 -21.52%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8年初，公司新建年产3万吨牛磺酸食品添加剂项目完成建设，持续推进单体车间调试

直至整条生产线联合试车，基本没有影响原有牛磺酸生产线的运行，牛磺酸全年的产销量略

有增长，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牛磺酸营业收入及利润均有所增长。环氧乙烷价格全年呈下

行趋势，特别是第四季度价格下降较快，对生产装置运行及效益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为进

一步促进环氧乙烷装置的正常运行，下半年公司收购了湖北凌安科技有限公司，将其纳入合

并范围。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05,407,832.4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9%；营业利润

210,761,728.8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8.82%； 利润总额212,061,219.88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5.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534,213.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08%；基本每股收

益0.61元，同比增长32.61%。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长34.08%,营业利润较上期增长38.82%，以及利

润总额较上期增长35.20%,主要系本期牛磺酸价格上涨，牛磺酸利润增加所致。基本每股收益

较上期增长32.61%,主要系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股本较期初增加50%,主要系公司实施利润

分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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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34.08%，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

35%至6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比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下限略低， 不存在重大差

异，略低的主要原因是2018年第四季度环氧乙烷价格下降较快，环氧乙烷装置运行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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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905� � �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19-005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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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90,918.86 2,191,010,144.49 -8.24%

营业利润 237,673,940.60 295,759,445.07 -19.64%

利润总额 236,362,367.90 299,135,061.40 -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399,570.48 211,531,111.50 -24.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9 1.59 -6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19.15% -10.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26,795,569.21 3,036,680,173.43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44,215,112.73 1,885,785,685.37 3.10%

股本 268,800,000.00 168,00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7.23 11.22 -35.56%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8年6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17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68,

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以公司总股本1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

加至268,8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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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正常，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10,490,918.8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24%。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继续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明显下降， 而2018年银幕的增长速度基本

延续了前几年的增长态势，银幕数的增长远高于票房的增长，全国单银幕票房产出持续下降，

公司单银幕票房产出也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根据新建影城成长周期的规律，2018年新增票房贡

献主要来自2016年、2017年、2018年的新增银幕， 但公司近3年的银幕增速远低于全国银幕增

速，使得公司2018年的营业收入较上年略有下降。

2、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399,570.4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64%。主要

原因是：依据公司行业特性，公司经营成本相对固定，营业收入的变化对公司的营业利润影响

较大，同时2018年公司新建影城重新进入稳步增长阶段，新建影城的成长周期对公司利润形成

了一定影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2,926,795,569.21元，较期初下降3.6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944,215,112.73元，较期初增长3.10%；股本268,800,000股，较期初

增长60.00%；主要是因为2018年6月27日，公司实施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17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1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6元人民币（含税）；同时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公司总股本16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68,800,000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中预计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2.40%一10.15%，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比上年同比下降2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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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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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集团 公告编号：2019-006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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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3,230,144.39 11,295,196,169.56 7.51%

营业利润 385,156,132.52 -182,326,946.83 311.24%

利润总额 365,371,242.99 -102,358,775.50 45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172,449.28 -184,105,836.10 203.30%

基本每股收益 0.11 -0.11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 -3.65% 7.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192,507,507.74 10,031,206,616.49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215,958,652.43 5,014,017,086.94 4.03%

股本 1,743,337,128.00 1,743,337,128.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99 2.88 3.82%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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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3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7.51%，实现营业利润3.85亿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311.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3.3%。

业绩同比增长主要原因系资产减值得到有效控制。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91.93亿元， 同比减少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2.16亿元，同比增长4.03%，每股净资产2.99元，同比增长3.8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增加主要原因系本年经营成果转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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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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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钿隆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周旭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吴俊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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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运琴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9-1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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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855,173,021.65 9,644,187,470.11 43.66%

营业利润 756,609,717.31 649,255,786.13 16.53%

利润总额 905,743,342.79 683,298,258.14 3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838,616.91 584,540,813.19 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23 0.2211 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5.39% -0.58%

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1,366,466,004.92 31,006,595,549.44 3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304,670,677.81 11,802,726,542.66 12.73%

股本 2,785,156,473.00 2,644,236,466.00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78 4.46 7.17%

注：（1）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公司股本由2,644,236,466股增至2,785,156,473股。2018年的基本每股收益、每股净资

产按最新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公司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结构、集中优势客户资源，在全球光伏硅片市场实现全

面领先，使得各项业务保持稳步发展；通过严格成本控制、有效实施精益化管理，内部经营管

理及智能制造的不断提升、优势产能的不断释放，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持续保持盈利能力。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85,517.3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60,083.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9%。

2、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4,136,646.60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33.4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30,467.07万元，较上年期末增长12.73%。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关于2018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对2018年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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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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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48� � �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2019-009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高斯贝尔”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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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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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

和存货等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

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拟计提2018年度应收款项和存货等相关资产减值金额33,194,220.74元，占2017年度经

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1.52%，各资产计提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应收账款 13,937,104.65

长期应收款 3,437,970.67

其他应收款 99,487.37

存货 15,719,658.05

合计 33,194,2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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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次集体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进行了说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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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本次计提产

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明细

1、应收款项、长期应收款及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应收款项会计政策，对于应收款项，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

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 本公司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减

值损失。对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200万以上（含）的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应收

款项，不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计提明细如下：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514,568,479.05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500,631,374.4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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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账龄进

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13,937,104.65

计提原因 按账龄和预计收不回的款项计提减值。

（2）长期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35,354,618.56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31,916,647.8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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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账龄进

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3,437,970.67

计提原因 按账龄和预计收不回的款项计提减值

（3）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5,466,642.62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5,367,155.25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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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按账龄进

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99,487.37

计提原因 按账龄和预计收不回的款项计提减值

2、存货减值准备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公司对各类存货进行减值测试，

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确定依据：

（1）库存商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金额；（2）为生产而

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格下降时，

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

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计提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218,306,858.08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02,587,200.0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

计提金额(元) 15,719,658.05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金额合计33,194,220.74元， 考虑企业所得税影响后， 将减少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28,215,087.63元，相应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约28,215,087.63元。

公司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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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有助于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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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

状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助于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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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斯贝尔”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2019年2月27日，会议如期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

事刘玮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董事王春女士代为表决。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潭爱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

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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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8

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和存货等相关资产价

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分析，按资产类别进行了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

失的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行，公司对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款项和存货等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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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

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事项进行了合理性说明。详细

内容参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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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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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快报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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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79,119.89 107,813.18 -26.61

营业利润 -8,652.01 827.41 -1,145.67

利润总额 -8,708.39 1,235.64 -80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7,375.95 1,498.46 -592.2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13 0.0935 -571.98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12.09% 1.93% 下降14.0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7,643.99 132,495.16 -1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0,355.67 64,675.57 -6.68

股本 16,715.00 16,71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61 3.87 -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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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119.8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61%，主要受市场经济

大环境的影响，市场总体需求减少，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境内受电信、移动等运营商竞争影响，

传统的广电行业机顶盒需求量减少，境外印度市场第四期模拟信号关停延后，机顶盒出口量减

少。

2、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8,652.0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145.67%； 利润总额-8,

708.3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04.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75.95万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592.24%。利润下降幅度较大的主因：一是产品销售量下降，同时原材料主要元器件单价

上涨，两项因素累加导致产品毛利率下降幅度较大，产品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二是受政府

产业资金补助政策的影响，本年财政补贴收入比上年减少较多；三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本期对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减值金额较上年

增加；四是公司收购的“深圳市高斯贝尔家居智能电子有限公司”本期利润较上年下降幅度较

大。

3、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17,643.99万元，较报告期初下降11.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为60,355.67万元，较报告期初下降6.68%，所有者权益下降主要系本期经营亏损

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中预计的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5,500万元至7,7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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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5.95万元，在前次预计范围之内，不存在

业绩预计的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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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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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斯贝尔”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2019年2月24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2019年2月27日，会议

如期在公司郴州产业园一栋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丙宇先生主持，以记名

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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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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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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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母公司” ）于2019年2月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

求，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

商誉、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等资产进行了全面充分的

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同时，公司对部分预计难

以收回的应收账款予以核销， 对闲置已久且已无法继续使用及处于报废状态的固定资产进

行报废处理。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公司对2018年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计提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共计135,107.98万元，相关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资产名称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比例

1 商誉 118,018.15 1,401.70%

2 存货 6,287.30 74.67%

3

应收账款 4,908.89 58.30%

其他应收款 923.62 10.97%

4 开发支出 4,325.27 51.37%

5 无形资产 426.89 5.07%

6 在建工程 217.86 2.59%

合计 135,107.98 1,604.67%

以下为资产减值的原因：

1、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号[2016]1678文核准，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并支

付现金收购广州龙文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龙文” ）100%的股权，本次收购公

司形成商誉199,531.47万元。

鉴于广州龙文2018年度经营情况未达预期，公司对2018年末因收购广州龙文形成的商誉

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 2018年末公司收购广州龙文形成的商誉可回收金额为

35,120.82万元，较期初商誉账面价值153,138.97万元减少118,018.15万元，占2017年度经审计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401.70%。公司财务部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的会计政策，

认为收购广州龙文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公司从审慎角度出发，将对收购广州龙文形成

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118,018.15万元。

2、存货跌价减值准备原因

公司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

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

取。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

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

可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综上，公司对2018年末存货计提跌价准备6,287.30万元。

3、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原因

3.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公司对单笔金额300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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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坏账准备。采用

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3.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

账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6个月 1.00% 1.00%

7-12个月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4年 30.00% 30.00%

4－5年 30.00% 3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公司采用账龄分析法对2018年末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当期计提合计约5,832.51万元坏

账准备。

4、开发支出减值准备原因

公司考虑部分研发项目开发时间较长，已出现投入产出不配比的情况，按现有市场情况

及公司业务发展方向，若公司继续投入将面临高风险、低成功率的风险，本着谨慎性原则，公

司决定终止该部分研发项目并将已确认资本化的部分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相关研发项目减

值金额合计4,325.27万元。

5、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原因

本期因公司针对部分产线设备进行整合、处置，其对应相关系统软件预计未来无法给公

司带来经济效益，公司对2018年末无形资产计提426.89万元减值准备。

6、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原因

本期EMC项目在建工程因长期未转固定资产验收，预计未来收益减少，公司对2018年末

EMC项目计提217.86万元减值准备。

(二)核销应收账款情况

公司2018年度核销资产为应收账款955.43万元，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的11.35%。核销资产的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本期核销金额

应收账款 955.43 955.43

核销资产原因：

部分长期挂账客户，经公司多方努力已无法取得联系，公司预计该部分应收款项难以收

回，予以核销处理，核销金额为955.43万元。

(三)处置固定资产情况

公司根据内部评估， 将对闲置已久且已无法继续使用及已处于报废状态的设备等进行

报废处理， 涉及报废总额为2,425.44万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8.81%。处置资产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折旧 处置金额

机器设备 8,523.14 6,669.19 1,853.95

模具及其他设备 2,045.35 1,774.60 270.76

电子设备 613.81 494.35 119.46

运输设备 392.74 339.96 52.78

房屋附属物 306.88 178.4 128.49

合计 11,881.93 9,456.49 2,425.44

处置固定资产原因：

公司针对固定资产进行全面充分的清查、分析和评估，将闲置且已处于报废状态的部分

机器设备、模具等进行清理，处置金额约2,425.44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合计138,488.84万元， 预计将减少2018

年度合并利润总额138,488.84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将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净利润137,

981.71万元，相应减少所有者权益金额137,981.71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及核销资产等为公司初步测试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事项，遵循了谨慎性原

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事项，遵循了财务会计要

求的谨慎性原则，有利于规避财务风险，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

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共

计138,488.84万元（上述金额为公司初步测试结果，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

据为准）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事项，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共计

138,488.84万元（上述金额为公司初步测试结果，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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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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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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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53,628.50 1,608,990,344.08 -22.40%

营业利润 -1,291,418,122.97 132,378,291.52 -1,075.55%

利润总额 -1,334,170,736.86 112,345,942.74 -1,28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8,521,569.58 84,196,655.51 -1,713.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9 0.06 -1,5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70% 1.63% -37.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99,360,777.82 7,081,029,245.89 -2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805,722,126.98 5,164,194,682.87 -26.31%

股本 1,518,685,574.00 1,518,685,57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51 3.40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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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4,865.3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2.40%；营业利润-129,

141.81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75.55%； 利润总额-133,417.0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

287.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5,852.1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13.51%；基本每

股收益为-0.8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83.33%。原因分析：（1）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主

要原因是教育培训行业改革持续深化的政策影响，导致公司在教育培训产业营收减少，另受

国内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和半导体照明产业竞争加剧导致公司半导体照明产业营收减少；（2）

本报告期内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是教育培训产业和半导体照明产业毛利率有所下

降导致经营性收益减少，以及公司对报告期末的主要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部分资产计提

了减值准备、核销资产等处理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公告》）。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519,936.08万元，较期初减少2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380,572.21万元，较期初减少26.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51元，较期

初减少26.18%。报告期末总资产和净资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对报告期末的主要资产进行

了减值测试，对部分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核销资产等处理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公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披露的业绩快报与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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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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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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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召开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

年2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3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张素芬女士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 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事项，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以及经营成果，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等共计138,

488.84万元 （上述金额为公司初步测试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

准）

注：《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本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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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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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召开情况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勤上股份”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陈永

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2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

合《公司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部分监事及

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本次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董事仲长昊先生反对，反对理由为：由于勤上股份未提供广州龙文自身聘请中介机构出

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法对比核实议案中各项数据。

公司说明：广州龙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聘请了评估机构对广州龙文的资产情况进

行评估，截止目前评估工作尚未最终完成，本议案涉及的相关数据为初步测算结果。

注：《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相关事宜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