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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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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4,718,380.63 10,403,683,552.02 -23.64%

营业利润

199,701,014.34 275,913,083.79 -27.62%

利润总额

190,793,429.27 267,201,357.08 -2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60,129.45 225,145,578.55 -67.6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887 0.31 -71.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8% 8.66% -6.4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5,960,490,681.80 22,586,717,443.96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93,407,333.49 2,712,090,017.31 39.87%

股本

882,914,400.00 735,762,000.0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30 3.69 16.53%

注：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 公司总股本为

882,914,400.00股，已回购 3,874,223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的规定，上市公司计算定期报告中每股收益等相关指标时，发行在外的总股本以扣减回购专

用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2018年，随着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低位运行区间。在此背景下，公司围绕“打造国际

一流电力工程、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的综合性服务商；军民融合锻造国防科工建设重要力量”

战略部署，抓住上海电气控股公司的机遇，积极应对市场带来的竞争环境变化，推进各业务

板块调整发展，公司业务保持了稳定运行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94,471.8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3.64%；营业利润 19,

970.1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62%；利润总额 19,079.34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8.6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6.0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7.64%。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

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下降，主要是电力工程总包业务项目结构发生变化，新能源

业务方面由于光伏市场萎缩，造成新能源业务收入减少，报告期风电项目增长，但风电项目

建设周期较长，收入的增长暂未显现出来。

2、报告期内，公司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大

环境影响，部分工程项目回款、部分产品货款回款低于预期，应收账款总量较期初增长，公司

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2,596,049.0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9,340.73

万元，股本 88,291.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0 元，增减变动幅度分别为

14.94%、39.87%、20%、16.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长 39.87%，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47,152,400�股，募集资金 10.71亿元到账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9年 1月 31日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已对 2018

年 10月 31日披露的《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涉及的 2018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进行了

修正，修正后的公司 2018年度业绩预计变动区间为 1,000万元至 11,000 万元，本次年度业绩

快报披露的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286.01 万元，与《2018 年度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所披露的预计区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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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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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

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4日以电话、书面或电子邮件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上午以

现场加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到董事 9名，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司文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

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会议以 9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

和减值测试的基础上，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6,685.75 万元。 详见

2019年 2月 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 《上海证券报》 的 《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0）。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 2019 年 2 月 28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公告编号：2019-029）。

三、备查文件

1、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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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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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沃科技” 、“公司” ）

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准备准备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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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为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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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谨慎性原测，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2018 年拟计提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6,685.75 万元， 占 2017 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18.53%，明细如下：

项 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

万元

）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24,430.37

存货跌价准备

1,118.65

商誉减值准备

1,136.73

合 计

26,685.75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本次计提的减值准备为应收款项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商誉减值准备。

（一）应收款项的计提办法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账款单项金额在

100

万或以上的款项

；

其他应收款单项金额在

50

万或以上的款项

；

子公司中机电力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在

1000

万

或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该款项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

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

，

计提坏账准备

。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名称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组合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 龄 应收款项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3.00%

1－2

年

5.00%

2－3

年

20.00%

3－4

年

40.00%

4－5

年

60.00%

5

年以上

100.00%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可收回性存在明显差异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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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提坏账准备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办法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

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存货，在

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

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三）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办法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 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

的账面价值， 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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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

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以 2018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并购子公司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并基于谨慎

性原则，预计 2018 年部分子公司商誉减值 1,136.73 万元。最终数据有待评估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确定。

三、本次计提减值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6,685.75 万元， 将导致公司 2018 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26,

685.75万元。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最终数据以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应了公司资产状况，体现

了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 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合理性。董事会将责成公司管理层加强对应收账款

存货商誉资产等的管理，积极催收货款提高存货周转，严控固定资产投资，提高资产管理效

率。据此，董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的反应了公司资产状况，体现了国家经济

环境的变化，能保证公司规范运作，能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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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 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依据充分，公允的反应了公司资产状况，体现了国家经济环境的变

化，符合会计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使公司的会计信

息更具有合理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计提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资产状况。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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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

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沃科技” 、“公司” ）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的反应了公司资产状况，体现了国家经济环境的变化，能

保证公司规范运作，能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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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独立董事：唐海燕、黄雄、石桂峰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8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2月 24日以电话、书面或电子邮件送达的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上午以

现场加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艳女

士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苏州

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1、会议以 3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在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的基础上，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6,685.75 万元。 详见

2019年 2月 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报》的《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0）。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247� � � �证券简称：聚力文化 公告编号：2019-007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5%以上股东股权结构发生

变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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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聚力文化” ）近日接到持股 5%

以上股东宁波启亚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宁波揽众天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道” ）通知，天道的股东宁波揽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宁波揽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揽众” ）与拉萨安如鑫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如鑫”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揽众将其持有天道的

100%股权转让给安如鑫。上述股权转让于 2019年 2月 26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转让前，揽众间接持有公司 9.40%股权（揽众持有天道 100%股权；天道持有聚力文

化 80,000,000股股份，占聚力文化总股本的 9.40%）。安如鑫未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转让后，揽众不再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安如鑫间接持有公司 9.40%股权（安如

鑫持有天道 100%股权；天道持有聚力文化 80,000,000股股份，占聚力文化总股本的 9.40%）。

天道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8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9.40%，未发生变化。上

述转让不会导致聚力文化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转让双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当事人

转让方：宁波揽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甲方）

企业名称 宁波揽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

号

2123

室

法定代表人 罗燚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号

91330205MA290CRA5U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

融资担保

、

代客理财

、

向社会公众集

（

融

）

资等金融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7

年

04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4

月

28

日至

2037

年

04

月

27

日

股东 西藏揽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0%

、

范志敏持股

40%

、

宁波合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267

号

2123

室

（二）受让方当事人

受让方：拉萨安如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企业名称 拉萨安如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湿地公园

12

栋

2

单元

901

室

法定代表人 张汉军

注册资本

60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注册号

91540125MA6T50FQXU

经营范围

软件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

；

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产

；

网络科技

；

网络

技术

；

通讯工程

；

网络工程

；

电子计算机与电子技术信息

；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系统的开发应

用

；

物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产品开发建设与应用平台建设和服务

；

化工新材料

（

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品

）；

光机电一体化

；

能源与环保产品的开发与销售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成立日期

2018

年

01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8

年

01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 张汉军持股

90%

、

刘志敏持股

10%

通讯地址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世邦湿地公园

12

栋

2

单元

901

室

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转让股权的份额及其价格

甲方愿意将占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700 万元的价

格出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上述股权。

（二）股东权利和义务

股权转让后甲方在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由乙方

承继。

（三）承诺与保证

甲方保证对出让的股权具有完全处分权，无被股权质押或冻结等事由。甲方必须配合乙

方和宁波揽众天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依法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标的股权的转让变更

手续。

（四）协议的签署与生效

协议书经双方盖章后生效。本协议若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的，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

定执行。

四、本次股权转让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说明

揽众本次转让其持有的天道 100%股权不存在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查封或冻结

等权利限制情形。

五、转让双方当事人关联关系的说明

揽众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安如鑫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其他说明

（一）揽众和安如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于本公告同时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247� � � �股票简称：聚力文化 公告编号：2019-006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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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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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8,166,683.64 3,062,766,657.20 15.85

营业利润

-2,262,382,116.85 615,049,949.97 -467.84

利润总额

-2,269,212,476.63 610,810,431.22 -47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6,805,674.96 549,121,864.04 -514.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2.69 0.65 -51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6% 11.39% -69.5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077,348,819.72 6,003,272,491.12 -3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14,549,608.29 5,053,408,945.06 -46.28

股 本

850,870,049.00 851,196,049.00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19 5.94 -46.30

注：报告期及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规则第 9号》（2010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7号》的要求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226,238.21万元，同比下降 467.84%；实现利润总额 -226,

921.25 万元，同比下降 471.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680.57 万元，同比

下降 514.63%。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传统装饰贴面材料业务业绩较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受监管政策变化影响，公司下半年多款游戏上线延迟，游戏业务业绩未达到

预期。受目前国内游戏行业增长放缓及行业整体资金紧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放缓，计提

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增加。公司根据当前的游戏行业监管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对下属全资子

公司苏州美生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未来经营情况进行了预测，基于谨慎性原则拟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 24.5亿元。

2.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407,734.88 万元，较期初下降 32.08%，股本为 85,087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71,454.96 万元，较期初下降 46.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为 3.19元，较期初下降 46.3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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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亏损 175,000万元至 232,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27,680.57万元，在预计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海峰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禹碧琼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禹

碧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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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聚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40� � � �证券简称：东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1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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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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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4,046,570.12 2,908,838,388.09 38.68%

营业利润

171,487,748.75 -80,052,323.34 314.22%

利润总额

171,334,820.97 -80,661,960.85 31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69,862.29 -63,135,836.62 334.8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3 -0.14 3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1% -3.16% 10.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931,615,986.83 6,161,416,826.20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04,027,959.35 1,953,682,633.96 7.70%

股本

446,034,534.00 446,034,53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72 4.38 7.7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同时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和财政部会计司《关于 2018 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 的要求对本期财务报表列报和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03,404.66 万元，同比增长 38.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26.99万元，同比增长 334.84%。

（一）营业收入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承建的大型总承包项目进展正常，按完工进

度确认的收入同比增加。

（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较大的主要原因： 一是 2018 年营业收入较

2017年较大增长；二是 2018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 2017年大幅减少。

三、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本公司无业绩泄露和股价异动情况。

四、其他说明

本公司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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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 2019-013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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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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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916,156.92 4,232,184,455.09 5.17%

营业利润

650,948,166.81 697,398,389.06 -6.66%

利润总额

644,454,155.53 692,925,423.20 -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3,774,857.84 595,035,280.79 -3.57%

基本每股收益

0.4548 0.4780 -4.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7% 14.80% -3.0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368,193,425.94 8,669,015,545.31 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135,608,672.81 4,578,880,700.34 12.16%

股本

1,261,553,144.00 1,261,553,14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07 3.63 12.1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 445,091.62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17%，主要系光纤光缆、电

力电缆和网络安全等业务保持增长所致； 实现营业利润 65,094.82 万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6.66%；实现利润总额 64,445.42 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7.0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7,377.49 万元，比去年同期降低 3.57%，主要系①流量及数据营销、宽带接入设备等业务

较去年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②财务费用等期间费用有所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036,819.34 万元，较期初增长 19.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13,560.87万元，较期初增长 12.16%，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的经营成果使

得公司净资产相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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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披露的净利润预计变动范围差异较小，不属于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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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88� � �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19一 008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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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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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9,577,902.82 3,011,164,239.86 -9.68%

营业利润

264,010,533.61 35,715,067.15 639.21%

利润总额

265,277,633.76 33,826,862.61 68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949,241.77 53,983,060.17 214.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7 0.09 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4% 1.81% 2.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456,529,125.34 7,186,994,634.22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89,190,621.77 4,122,276,932.47 -3.23%

股本

1,011,203,661 674,135,774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94 6.11 -35.52%

注 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 2：公司进行了 2018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74,135,77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转增 5.00 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 年 10 月 11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8年 10月 12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2,719,577,902.82元，比上年同期降低 9.68%；营业利润 264,

010,533.6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39.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949,241.77 元，比

上年同期增加 214.82%。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末,公司营业利润 264,010,533.61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39.21%；公司利润总

额 265,277,633.76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84.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9,949,241.77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214.82%；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元）0.17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88.89%。主要

原因是：高端制造板块盈利大幅增加，钢制车轮业务净利润持续增长,汽车后市场业务亏损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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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8 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17,000万元至 23,0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994.92万元 ，与前次预告

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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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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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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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6,313,287.98 1,525,302,799.53 -34.68%

营业利润

-2,404,496,423 309,328,779.80 -877.33%

利润总额

-2,173,075,703.52 298,698,948.79 -82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9,317,407.75 292,859,479.84 -861.2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59 0.21 -8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87% 7.12% -81.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749,358,094.81 7,701,946,283.89 -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41,402,292.26 4,345,402,131.95 -57.62%

股本

1,408,839,070.00 829,780,286.00 69.78%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1.31 5.24 -75.00%

注：本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7 股，转增完

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由 829,780,286 股增至 1,410,626,486 股。2018 年度普通股加权平均数已经

按照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每股收益也已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9,631.3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4.68%；实现利润总额

-240,449.6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77.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931.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61.22%。

上述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影视行业及游戏行业的政策环境及公司内部环境均发生了较

大变化，其中：①影视行业受到了监管政策趋紧、从业人员税务风波以及内容消费习惯转变

等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困难。②游戏行业受机构改革及监管政

策收紧影响，游戏版号暂停审批，直至 2018 年底游戏版号才恢复审批。③在宏观经济去杠杆

的影响下，公司整体上流动资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生产经营受到了重大影响。

受此相关因素影响，公司相关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57,736.55 万元，存货减值准备 14,030.71 万元，股权类

投资减值准备 4,116.73万元。

（2）报告期内，根据违规担保事项已判决公司承担责任情况，并据此预估已进入诉讼尚

未判决的担保事项公司可能承担的责任，公司计提预计负债 9,550万元。

2、财务情况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474,935.81 万元,同比减少 38.34%， 公司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84,140.23 万元，同比减少 5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每

股净资产为 1.31元，同比减少了 75.0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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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在《2018�年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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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