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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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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52.06 296,118.66 2.38%

营业利润

55,180.56 49,678.67 11.07%

利润总额

55,767.77 48,435.47 1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458.61 41,902.87 3.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1 0.39 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0% 8.64% -1.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011,939.77 678,752.46 4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37,259.28 525,140.21 59.44%

股 本

106,678.88 106,678.8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7.85 4.92 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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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8年度，公司加速从软件供应商向整个大消费领域、以大数据驱动的应用服务平台运营

商转型，在平台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公司业务收入总体实现了稳定增长，

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平台化业务发展态势良好，通过公司零售业务板块协同效应的持续发挥，公司

支付平台流量保持快速增长，畅联预订平台技术进一步提升，交易流量实现良性增长。 国际化

方面， 公司不断完善新一代云平台的酒店、 餐饮信息系统， 云平台POS系统“INFRASYS�

CLOUD” 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继续获得数个国际知名酒店集团认可；为了将公司高端酒

店信息系统业务向海外市场拓展，公司继续在印度、日本、迪拜、澳门、泰国等地新设立子公司，

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国际化投资方面继续重点围绕酒店业务开展，2018年实现全资收购移动

酒店信息系统提供商StayNTouch,� Inc.、酒店大数据分析服务商Snapshot� GmbH、高尔夫及水疗

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CONCEPTEK� -� SISTEMAS� DE� INFORMA??O� S.A.。

综合来看，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3,152.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8%；实现营业

利润55,180.56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1.07%； 实现利润总额55,767.77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5.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3,458.6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71%。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11,939.77万元，较期初增长 49.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837,259.28万元，较期初增长59.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85元，较期

初增长59.44%。

2、2018年度财务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报告期内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本期比期初分别增长49.09%、59.44%、59.44%，主要系公司全资子公司石基（香港）有限公

司将其全资持有的Shiji� Retai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 Ltd.38%的股权以4.86亿美元的价

格转让给Alibaba� SJ� Investment� Lim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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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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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74� � � �证券简称：游族网络 公告编号：2019-005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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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9,825,291.49 3,235,675,454.52 12.80

营业利润

1,039,337,529.14 646,272,353.56 60.82

利润总额

1,056,251,672.28 673,505,161.72 5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17,395,088.05 655,890,460.38 55.12

基本每股收益

1.16 0.76 5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2% 21.12% 2.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320,618,186.00 6,635,947,807.91 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489,449,648.87 4,051,162,418.38 10.82

股 本

888,467,873.00 888,467,873.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5.05 4.56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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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9,825,291.4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80%；实现营业利

润1,039,337,529.14元，同比增长60.82%；实现利润总额1,056,251,672.28元，同比增长56.8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7,395,088.05元，同比增长55.1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1.16元，同比增长52.63%。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发展势头，财务状况良好，各项经营指标持续平稳增

长，营收及利润较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在“精实增长”战略的指

导下，聚焦主营业务，《少年三国志》、《天使纪元》、《女神联盟2》、《三十六计》等精品游戏

为公司贡献了稳定的流水和收益，海外市场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在海外市场的持续发展

进一步提高了市场渗透率和区域优势；报告期内公司处置部分股权而获取了相关投资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37.22%至67.71%，实际为增长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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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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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87� � �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3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订受让友谊集团100%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广州百货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百集团” ）通知，广百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广商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商资本” ）与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越秀金控” ）于广州市签订正式的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由广商资本受让越秀金控所

持有的友谊集团100%股权。 本次交易已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广州市国资委” ）批准,友谊集团的资产评估报告也已获得广州市国资委核准。本次交易尚

需越秀金控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实施。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合同概况：广商资本系广百集团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受让越秀金控所持有

的友谊集团100%股权。

2.交易定价：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联信” ）

出具的《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向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设立/控

制的其他合法主体）出售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事宜所涉及广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联信（证）评报字[2019]第A0066号）（以下简称“评估报

告”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友谊集团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383,194.79万元上述评估报告已经

广州市国资委核准。 经协商，本次交易价格为383,194.79万元，全部由广商资本以现金支付。

3.协议生效：协议经双方签署后成立，陈述、承诺及保证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和保密条款在

本协议签署后立即生效， 其它条款于广州市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并核准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

报告，且交易双方董事会、股东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或同意签署本协议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通过交易双方董事会审议，并获得广州市国资委批准，尚需越

秀金控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实施。

二、广百集团解决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本次签订的系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尚需越秀金控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方可生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如能完成本次交易，考虑到友谊集团主要从事百货零售业

务，与广百股份的主营业务接近，将与广百股份形成潜在同业竞争情形。

为有效解决上述同业竞争，广百集团承诺：

1、广百集团将促使广商资本在友谊集团的股权过户完成后24个月内，以广百股份认可且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履行所需的程序后，启动将其所持有的友谊集团100%股权转

让给广百股份的相关事宜，以消除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与广百股份构成的同业竞争情形。

2、广百集团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广百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未来，若广百股份与友谊集团涉及关联交易，则广百集团将在广百股份股

东大会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若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广百股份遭受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广百集团将给

予广百股份全额赔偿。

公司会持续关注同业竞争的问题，待友谊集团的股权过户完成后，督促广百集团及广商资

本尽早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并及时公告相关的安排与进展。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越秀金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若前述审批程序未通过，或

因其他原因导致本次交易终止，则广百集团将不会与公司形成潜在同业竞争。

2、如能完成广商资本受让友谊集团100%股权的交易，友谊集团的股权过户完成后24个月

内，在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资产质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前提下，广百集团承诺促使广商资本

将其持有的友谊集团100%股权转让给广百股份，该事项按规定需提交广百股份董事会、股东大

会等机构审议通过，并经监管部门审批，存在审议不通过或监管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百集团关于签订受让友谊集团100%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757� � � �证券简称：罗博特科 公告编号：2019-012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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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63,843,516.82 428,862,172.92 54.79%

营业利润

116,449,781.10 102,305,449.42 13.83%

利润总额

116,132,050.16 102,422,423.72 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55,102.11 86,920,574.09 13.9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65 1.45 1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3% 49.21% -12.4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92,289,450.10 707,417,646.01 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19,219,671.36 220,147,496.79 45.00%

股本

60,000,000.00 60,000,000.00

一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5.32 3.67 44.96%

注：本表数据均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3,843,516.82元， 较上年增长54.79%； 实现营业利润

116,449,781.10元，较上年增长13.83%；实现利润总额116,132,050.16元，较上年增长13.39%；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55,102.01元，较上年增长13.96%；实现基本每股收益1.65

元，较上年度增长13.79%；实现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36.73%，较上年下降了12.48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增长54.79%，主要原因是客户需求持续增长，公

司销售规模扩大；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公司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

2、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892,289,450.10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6.1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19,219,671.36元，较上年增长45.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5.32元，较上年增长44.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主要原因为2018年末股本数与2017年末股本数持平，而公司本年度销

售收入稳步增长，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055,102.11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9年1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

市公告书》 中预测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61.26-12,168.88万元，较

2017年同比增长约10%至4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9,055,

102.11元，与上述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8年度

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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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罗博特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16� � �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19-011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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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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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132,480.03 347,660,693.09 -0.73%

营业利润

5,026,541.97 17,483,836.71 -71.25%

利润总额

7,338,168.80 20,369,714.85 -6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475,546.82 16,168,233.68 -59.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 0.16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 3.12% -1.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55,724,456.43 716,730,060.13 -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27,369,603.38 523,494,056.56 0.74%

股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5.27 5.23 0.76%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4,513.25万元，同比下降0.73%，实现营业利润502.65万元，

同比下降71.25%，实现利润总额733.82万元，同比下降63.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55万元，同比下降59.95%。

2018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1）报告期产品毛利率下降。

（2）报告期内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健，财务状况良好，报告期末总资产65,572.45万元，同比下降8.51%，

主要为存货、应收票据等减少所致；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2,736.96万

元，同比增长0.74%，主要为本年度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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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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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837� � � �证券简称：英维克 公告编号：2019-010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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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4,609,226.63 786,987,376.78 31.46%

营业利润

115,283,277.57 101,060,874.61 14.07%

利润总额

117,201,377.17 102,637,285.11 1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945,874.31 85,606,736.96 23.76%

基本每股收益

0.51 0.43 18.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1% 13.50%

下降

0.5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56,703,137.09 1,257,775,032.10 7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078,492,446.71 673,988,817.61 60.02%

股本

（

股

）

215,012,314.00 202,584,346.00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5.02 3.33 50.75%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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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460.92万元，同比增长31.46%；营业利润为11,528.33万

元，同比增长14.07%；利润总额为11,720.14万元，同比增长14.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0,594.59万元，同比增长23.76%。 其中受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形成的股份支

付的影响，期间管理费用增加了约1,770.00万元，对本期净利润造成了一定影响。

报告期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业务范围得到拓

展。 公司的数据中心温控、电动大巴空调等业务均得到快速发展；新增了地铁轨交列车空调

业务；机柜温控业务在通信行业建设低谷阶段大力拓展通信以外的电力、储能等应用需求，

同时公司增加研发投入为5G网络建设开发设计了新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约为5,

977.04万元，同比增长79.44%，推出新产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公司的客户化定制优势，并进

一步夯实了技术平台积累。 此外公司不断加强业务流程的梳理、组织管理的优化、IT系统的

开发和实施， 并根据业务的发展需要优化区域布局， 为公司下一步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上海科泰运输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科泰” ）95.0987%的股权，上海科泰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自2018年5月

起，上海科泰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215,670.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1.4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7,849.2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为5.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7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业务拓展、贷款增加及发

行股份收购上海科泰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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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至60%，变动区间为9,416.74万元至13,697.07万元。 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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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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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1� � �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19-005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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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公司判断，《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

（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6年10月19日下午收盘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 》（编号：粤证调查通字

160076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 ）的相关规定，公司每月均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说明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及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

上市的风险， 敬请查阅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19]27号（以

下简称“《告知书》” ）。 《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赵文华、陈广超、肖卫中、谢奕、朱征夫、刘国常、陈珠

明、凌峰、胡远芳、何兆溪、吴国华、周志伟、顾涧清、钟华强、罗俏群: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传媒)涉嫌违法违规案已由我会调查完毕。

现将我会拟对你们进行行政处罚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权利告知

与你。

经查明，有关你们涉嫌违法的主要事实如下：

一、粤传媒收购香榭丽的情况

2013年9月4日，粵传媒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9月5

日起开始停牌。

2013年10月，粤传媒与上海香榭丽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榭丽)全体股东签订《广

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粤传媒以现金和向香榭丽公

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香榭丽公司100%股份，购买协议确定，以北京中企华

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3)第3473号《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拟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

目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按照收益法以香榭丽公司2013年6月30日净资产的评估

价值45,098.96万元作为定价依据，综合考虑香榭丽未来盈利能力等各项因素，确定交易价格

为45,000.00万元。

2013年10月28日、10月30日，粤传媒分别披露了《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以下简称《收购报告书》)、《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1-2013年6月审计报告》(以下简称《630审计报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广州

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以下简称《财务顾问报告》)、《评估报告》、《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全体董事关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函》

(以下简称《承诺函》)及更新后的《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和《法律意见书》。 其中

《收购报告书》(含2013年10月28日和30日披露的报告)、《财务顾问报告》（含2013年10月28日

和30日披露的报告)、《630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均指出香榭丽2011年、2012年和2013年上

半年的年度净利润分别为3,647.28万元、3,695.35万元和1,114.51万元。《承诺函》指出:“本公司

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文件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

2014年5月24日，粵传媒披露了《粤传媒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公告》(以下简称《核准公告》)、《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审计报

告》(以下简称《2013审计报告》)、以及更新过香榭丽2013年财务数据的《收购报告书》和《财

务顾问报告》。《核准公告》指出粤传媒向叶玫等香榭丽股东发行股份购买香榭丽资产的方案

已获证监会核准。 香榭丽《2013审计报告》以及更新后的《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指

出香榭丽2011年至2013年净利润分别为3,647.28万元、3,695.35万元和4,685.43万元。

2014年7月1日，粤传媒发布公告《粤传媒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及《粤传媒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指出香榭丽股权已于2014年6月17日完

整、合法的过户至粤传媒名下。

二、粤传媒信息披露违法的情况

2011年至2015年期间， 香榭丽方面通过制作虚假合同虚增收入共计599,272,117.70元，虚

增成本费用共计30,554,652.44元， 虚减所得税费用共计7,556,473.95元， 虚增净利润共计561,

160,991.30元。同时，香榭丽以其自有产权的户外LED显示屏为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叶玫2000万

元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事实未被披露。

香榭丽方面的上述财务造假行为导致粤传媒2013年和2014年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

《630审计报告》、《2013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 等文件以及粤传媒2014年

年报、粤传媒2015年半年报存在虚假陈述。 具体造假行为列举如下：

(一)香榭丽方面通过制作虛假合同虚增收入的基本情况

香榭丽方面制作虚假合同的主要手法为:一是虚构合同，即通过伪造电子章和电子签名制

作虚假合同，或通过找客户公司相关人员配合签名、签章制作假合同，或者使用已经取消的合

同来顶替有效合同，或者用合同的扫描件来代替没有签署的正式合同；二是未实际履行的合

同，即通过与广告代理公司签订合同，随后取消合同，但仍将该合同作为实际履行的合同进行

财务记账；三是调整合同折扣，即通过调高合同折扣(合同显示的折扣比实际履行的折扣高)，

按照合同折扣入账的方式虚增利润。

1.香榭丽方面2011年至2013年虚增净利润情况

香榭丽方面通过上述手段，在2011年至2013年间制作虚假合同共计127份，虚增净利润共

计30,589.83万元。 其中，香榭丽2011年实际净利润为-436.02万元，通过制作虚假合同17份，净

利润被虚增至4,083.30万元；2012年实际净利润为-6599.33万元，通过制作虚假合同43份，净利

润被虛增至10,294.68万元；2013年实际净利润为-11,526.42万元， 通过制作虚假合同67份，净

利润被虚增至16,211.85万元。

香榭丽方面通过合同造假虚构的财务数据被粤传媒记载并披露于收购事项相关的文件

之中。

2.香榭丽方面2014年至2015年虚增净利润情况

粤传媒完成对香榭丽的收购后，自2014年7月1日起，粵传媒将香榭丽财务数据纳入合并

会计报告编制范围。 香榭丽方面的合同造假行为此时仍在持续，并通过共计108份虚假合同虚

增净利润共计25,526.27万元，导致粤传媒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信息披露违法。

其中，粤传媒2014年年报所涉及虚假合同共计79份，香榭丽方面通过该79份合同虚增净

利润19,027.51万元；粤传媒2015年半年报涉及虚假合同共计29份，香榭丽方面通过该29份合同

虚增净利润6,498.76万元。

上述虚假的财务数据披露于粵传媒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中。

（二）香榭丽为叶玫2000万元个人债务提供担保情况

2012年3月，叶玫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广西金拇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拇指)申请借款

2000万元，并委托金拇指将该2000万元直接支付给香榭丽。 2013年10月24日，香榭丽向金拇指

出具《承诺书》，叶玫通过该《承诺书》向金拇指承诺，2013年12月31日前，叶玫向金拇指返还

2000万元。 同时该《承诺书》以香榭丽名下拥有自有产权的户外LED显示屏作为连带担保，为

叶玫于2013年12月31日前以货币形式返还金拇指2000万元款项的还款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该

担保金额占香榭丽2013年6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26,316.76万元的7.6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一 一或有事项》，该事项属于应当披露的或有事项，该事项在粤传

媒收购香榭丽事项的相关文件之中未被披露。

粤传媒2013年和2014年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630审计报告》、《2013审计报告》、《评

估报告》、《财务顾问报告》等文件以及收购完成后披露的粤传媒2014年年报、粤传媒2015年

半年报中包括了收购对象香榭丽的上述虚假财务情况，因此，粤传媒披露的上述文件存在虚

假记载。

粤传媒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之规定，构成了《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

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

情形。

三、粤传媒及相关人员责任认定

（一)粤传媒是粵传媒收购香榭丽事项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责任主体

粤传媒2013年和2014年披露的《收购报告书》、《630审计报告》《2013审计报告》、《评估

报告》、《财务顾问报告》等一系列与收购事项相关的文件存在虚假陈述，未能真实披露香榭

丽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以及担保事项。

在审议粤传媒收购香榭丽相关文件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上，董事会全体成员董事

长汤应武(已故)、总经理赵文华、副董事长肖卫中、董事凌峰、副总经理胡远芳、董事谢奕、独立

董事刘国常、独立董事朱征夫、独立董事陈珠明均表示赞成，并签署了有关粤传媒收购香榭丽

的《承诺函》等文件。

粤传媒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在《收购报告书》中保证该报告书及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并对该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粤传媒财务负责人罗俏群在《收购报告书》中保证该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二)粤传媒是粤传媒2014年年报、2015年半年报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责任主体

粤传媒对香榭丽的收购完成后，香榭丽的合同造假行为仍在持续。 粵传媒披露的2014年

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中包含香榭丽方面通过炮制虚假合同伪造的财务数据，因此粤传媒2014

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赵文华、肖卫中、凌峰、谢奕、刘国常、朱征夫、陈珠明、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广超、副

总经理何兆溪、副总经理周志伟、副总经理吴国华均签署了粤传媒2014年年报。 在审议粤传媒

2014年年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赵文华、肖卫中、凌峰、谢奕、刘国常、朱征夫、陈

珠明均表示赞成，何兆溪、周志伟、吴国华、陈广超均列席了董事会。 粤传媒董事会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粤传媒负责人肖卫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广超声明:保证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长顾涧清、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钟华强、赵文华、肖卫中、凌峰、谢奕、刘国常、朱征

夫、陈珠明、何兆溪、周志伟、吴国华、陈广超均签署了粤传媒2015年半年报。

在审议粤传媒2015年半年报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顾涧清、钟华强、赵文

华、肖卫中、凌峰、谢奕、刘国常、朱征夫、陈珠明均表示赞成，何兆溪、周志伟、吴国华、陈广超

均列席了董事会。 粤传媒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粤传媒负责人

顾涧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广超声明：保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赵文华是对粤传媒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赵文华于2012年7月19日至2016年5月27日任粤传媒董事；2012年6月29日至2016年4月14

日任粤传媒总经理；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兼任香榭丽董事长。 任职期间，参与、主导粤传媒

收购香榭丽的资产重组事项，并在收购完成后签署了粤传媒2014年年报、2015年半年报。

2013年5月，陈广超向赵文华、汤应武(已故)等人介绍并推荐了香榭丽并购项目。 同年6月、

7月、8月，赵文华、陈广超、汤应武(已故)等人与叶玫、乔旭东等香榭丽方面人员在广州、上海等

地会面，逐步确定了收购意向。

2013年8月21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

动实施收购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工作的议案》， 赵文华出席会议并赞成通

过该议案。 2013年9月10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赵文华出席会议并赞成通过该议案。 2013年10月25日，粤传媒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粤传媒收购香榭丽的系列相关文件，并逐项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赵文华出席会议并赞成通过上述文

件。 2013年11月26日，赵文华在《承诺函》上签字，承诺购买资产的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收购完成后，赵文华于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担任香榭丽董事长，对香榭丽的财务、法务

等方面情况监督把关，应对此期间香榭丽产生并呈报给粤传媒的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负责。

2015年4月7日，粵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其摘要》，赵文华出席会议，赞成通过并签署了该包含虚假财务数据的报告；2015年8月27

日， 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赵文华出席会议，赞成通过并签署了该包含虚假财务数据的报告。

赵文华作为粤传媒总经理兼董事，全程参与、主导了粤传媒收购香榭丽事项，期间未履行

勤勉尽责义务，未能保证粤传媒披露的《收购报告书》等一系列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作为粤

传媒总经理兼董事、香榭丽董事长，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未能保证粤传媒2014年年报、2015

年半年报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

款及《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综合考虑赵文华在粵传媒系列信息披露违法事件

中所起到的作用，赵文华是粤传媒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四）陈广超是对粵传媒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陈广超于2012年7月19日至2013年6月25日任粤传媒财务总监；2013年6月26日至2015年10

月29日任粤传媒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10月29日任粤传媒财务总监，

任职期间，参与、主导粤传媒与香榭丽资产重组过程，并在收购完成后签署了粤传媒2014年年

报和2015年半年报。

2013年5月，陈广超向赵文华、汤应武(已故)等人介绍并推荐了香榭丽并购项目。 同年6月、

7月、8月，赵文华、陈广超、汤应武(已故)等人与叶玫、乔旭东等香榭丽方面人员在广州、上海等

地会面，逐步确定了收购意向。

2013年8月21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启

动实施收购上海香榭丽广告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工作的议案》， 陈广超作为董事会秘书出

席该会议并表示 “……若公司单纯考虑参股或者控股， 实行的可能性较小， 甚至说是不可

能。”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粤传媒收购香榭丽100%股权项目。2013年9月10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陈广超作为董事

会秘书出席该会议。 2013年10月25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粤传

媒收购香榭丽的系列相关文件，并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的议案》，陈广超作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该会议，并在会议上详细介绍说明了包括该议案在内

的粤传媒收购香榭丽系列相关文件。

2015年4月7日，粤传媒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其摘要》，陈广超出席会议，赞成通过并签署了该包含虚假财务数据的报告，同时作为主

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保证该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2015年8月27日，粵传媒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陈广超出席会

议，赞成通过并签署了该包含虚假财务数据的报告，同时作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保证该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陈广超作为粤传媒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粤传媒收购香榭丽项目组成员，全

程参与、主导了粤传媒收购香榭丽事项，期间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未能保证粤传媒披露的

《收购报告书》等一系列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作为财务负责人，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未能

保证粤传媒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及《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综合考虑陈广超在粤

传媒系列信息披露违法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陈广超是粤传媒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五)粤传媒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粤传媒上述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粤传媒其他时任董事肖卫中、朱征夫、陈珠明、刘国常、谢奕、凌峰全程参与了粤传媒收购

香榭丽事项和粤传媒2014年年报、2015年半年报的信息披露，并签署了相关文件、报告，承诺

粤传媒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粤传媒时任董事胡远芳，时任财务总监罗俏群参与粤传媒收购香榭丽事项并签署相关文

件。 胡远芳在《承诺函》中签字保证粤传媒披露的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罗俏群在《收购

报告书》中保证该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粤传媒高级管理人员何兆溪、周志伟、吴国华签署了粤传媒2014年年报和2015年半年报。

粵传媒时任董事长顾涧淸、时任常务副总经理钟华强签署了粤传媒2015年半年报。

上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未能保证粤传媒收购香榭丽项目和2014

年年报、2015年半年报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五十八条第一款及《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述人员是粤传媒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以上事实，有粤传媒收购香榭丽项目相关文件、粤传媒2014年年报、2015年半年报、相关

人员询问笔录、粵传媒相关会议纪要等证据在案证明。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

一款、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我会拟决定：

1.责令粤传媒改正，给予粤传媒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2.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文华、陈广超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3.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肖卫中、谢奕警告，并分别处以20万元罚款；

4.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凌峰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5.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朱征夫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款；

6.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刘国常、陈珠明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7.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罗俏群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8.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胡远芳警告，并处以5万元罚；

9.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何兆溪、周志伟、吴国华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罚款；

10.给予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顾涧清、钟华强警告，并分别处以3万元罚款。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罚决定，你们享有陈述、申

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 如

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

处罚决定。

《事先告知书》涉及的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

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和《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七）项至第（九）项规定的情

形。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定后及时披露

相关信息；在正式的处罚决定作出前，公司仍将继续每月发布一次《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