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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98� � �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19-010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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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4,393.29 36,421.86 21.89

营业利润

8,243.93 7,680.71 7.33

利润总额

8,225.08 7,648.09 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79.55 6,450.51 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50 0.4962 -18.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8% 17.84% -7.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5,800.32 71,513.40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743.18 61,863.63 7.89

股本

16,000.00 16,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7 3.87 7.75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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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393.2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9%；营业利润8,243.93万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7.33%；利润总额8,225.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79.5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0.4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国家“两票制”深入推广的变化，销售模式逐步转型，带

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提升，营业利润稳定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5,800.32万元，较期初增长5.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6,743.18

万元，较期初增长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17元，较期初增长7.7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为-13.99%至10.07%，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548万元至7,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业绩

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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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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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赛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84� � �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8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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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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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181.14 390,498.53 -69.99%

营业利润

-226,970.50 -22,223.69 -921.30%

利润总额

-231,552.90 -16,611.65 -129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70.42 -13,414.51 -1530.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3.85 -0.24 -150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68% -5.01% -131.6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09,675.00 1,103,595.61 -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842.06 269,204.15 -81.11%

股本

56,737.44 56,737.44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0.90 4.74 -81.01%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各年

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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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181.14万元，同比减少69.99%；实现营业利润-226,970.50万元，同

比减少921.30%； 实现利润总额-231,552.90万元， 同比减少1293.9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670.42万元，同比减少1530.10%；基本每股收益-3.85元，同比减少1504.17%。主要原因是内外部经济环

境、金融市场等宏观因素的变化，公司在2018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年内到期的融资大多未能续贷甚

至被抽贷，偿还该等融资挤占了公司大量流动资金，造成公司运营资金紧缺的局面，对报告期内公司各板

块的经营规模及相关业务的拓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整体营业收入远不如预期，而运营管理费用、折

旧摊销、利息支出等各项刚性支出比上年度大幅增加，导致公司成本费用大幅上升，对公司经营业绩下滑

产生重大的影响。 同时，受资金日益紧张影响，公司部分子公司通过处置固定资产等形式筹集资金以应对

债务问题，形成了较大的资产处置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商誉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分析，并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及公司流动性紧张的现实，基于谨慎性

原则对可能发生减值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计提金额约101,996.01万元。 上述减值的具体金

额尚待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后方可确定。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809,675.00万元，较年初减少26.6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陆续归还金融负债以

及计提资产减值损失较多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50,842.06万元，较年初减少81.11%，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90元，较年初减少81.01%，主要是公司本期亏损较多导致净资产大幅减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公司2019年1月31日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中披露的业绩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亏损190,000万元至220,000万元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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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1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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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02,737,164.33 1,190,991,964.16 -7.41%

营业利润

-323,864,651.24 -16,293,313.50 -1887.72%

利润总额

-280,184,304.56 37,806,454.09 -84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419,513.62 25,203,245.80 -1161.05%

基本每股收益

-0.37 0.03 -13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65% 2.17% -28.8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12,426,079.39 2,230,019,964.04 -1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9,917,382.81 1,154,273,302.62 -25.50%

股本

712,153,001.00 716,038,334.00 -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21 1.61 -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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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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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总收入110,273.72万元，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

741.9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161.05%，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以简

称“成电医星” ）及北京美迪希兰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希兰” ）2018年度业绩完成情况未达预期，

出于谨慎考虑，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821.78万元。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利润-32,386.47万元， 同比降低-1,887.72%； 利润总额-28,018.43万元， 同比降低

-841.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41.95万元，同比降低-1161.05%；基本每股收益-0.37元，同比

降低-1,333.33%；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2018年度业绩完成情况未达预期，处于谨慎考虑，

公司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9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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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万元至-17,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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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41.95万元，净利润略超

出预测区间，主要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拟控股子公司成电医星增加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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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09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北新院

（一期）弱电及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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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荆州市中心医院发来的《中标

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北新院（一期）弱电及智能化系统工程的中标人，中标金额7,337.15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北新院（一期）弱电及智能化系统工程

（二）项目概况：

荆州市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荆州医院），始建于1950年3月，是江汉平原集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 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北新院（一期），总建筑面积

228805平方米，总床位数1500床，住院楼建筑高度为82米。 地上建筑包括：门廊相连的门诊楼、医技楼及住院

楼、后勤保障楼、能源站、高压氧舱及制氧站、污水处理站等。

公司全面承接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北新院（一期）的弱电及智能化系统工程建设，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

系统、多媒体电视系统、安防视频系统、安防报警系统、智能卡门禁及巡更系统、背景音乐及广播系统、排队叫

号系统、多媒体信息发布系统、病房呼叫系统、多媒体会议系统、楼宇自控系统、智能照明系统、能源计量系

统、IBMS系统、同步时钟系统、车库管理系统、探视系统、婴儿防盗系统、云桌面系统、服务器存储与安全系

统、机房工程等系统。

（三）项目工期：180天，关于工期的具体约定以正式合同为准。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招标单位：荆州市中心医院

公司与招标单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履约能力分析：荆州市中心医院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7,337.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总收入6.16%。 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

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该项目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公司已取得本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但是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

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13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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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2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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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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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业绩，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商誉、应收款项、存货、长

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的盘点、清查、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

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018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27,923.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107.93%。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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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及子公司对2018年末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2018年

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明细如下表：

项目

2018

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

2017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绝对值的比例

商誉减值准备

23,821.78 945.19%

存货跌价准备

2,563.02 101.69%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519.41 60.29%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2 0.76%

合计

27,923.41 1,107.93%

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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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金额合计27,923.42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1107.93%。 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6,915.1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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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依据及金额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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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

面价值，作为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2019年1月上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启动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资产进行复核与清查工作。 根据控股

子公司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以简称“成电医星” ）及北京美迪希兰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迪希兰” ）上报的2018年年度财务情况，其业绩情况不及预期，公司管理层认为成电医星资产组及美

迪希兰资产组可能存在减值迹象。为此，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成电医星及美迪

希兰进行评估。 根据评估和商誉减值测试的进展，经公司管理层与年审会计师多次讨论，结合对成电医星及

美迪希兰未来经营情况及行业前景的分析预测，本着审慎的原则，拟对成电医星资产组计提23,000万元的商

誉减值准备金，拟对美迪希兰资产组计提821.78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金。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

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8年公司拟对两类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一类为工程存货，一类为库存商品。 关于工程存货：2018�年12

月末，公司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确认收入，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条件与业主办理结算手续，在办理结算过程中公

司预计部分项目的结算金额将比原合同金额有所减少， 该部分项目形成的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部

分，预计可变现净值小于存货成本，故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关于库存商品：公司仓库中的部分电子产品，因

购买年限问题，预计可变现净值小于存货成本，故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承接的项目业主大部分信用度较高，各工程项目的业主及情形彼此具有独立性和差异性，同时公司

制定了工程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所以个别项目的减值对其他项目无影响。公司绝大部分项目结算不存

在重大风险，且公司现有库存商品的均根据项目需求采购，并及时发至项目现场安装使用，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下滑不存在可持续性。

（三）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方式规

定的规定：对于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

间的差额计算确认减值损失。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应当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

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单项金

额非重大的应收款项可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也可以与经单独测试后未减值

的应收款项一起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组合， 再按这些应收款项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

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应收款项组合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的坏账准备，应当反映

各项目实际发生的减值损失，即各项组合的账面价值超过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金额，公司对于以以前年度

与之相同或相类似的、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的实际损失率为基础，结合现时情况确定本期

各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 据此计算本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经测算， 本期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1,

519.41万元。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

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且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监

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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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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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星期三）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由公司监事黄复兴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的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延华智能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

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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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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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于2018年末对各项资产进行

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7,923.41万元，其中：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

821.78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563.02万元，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1,519.41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2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6,915.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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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该议案经全体监事1/2以上同意。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所发

表的意见于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1、《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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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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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9年2月22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星期三）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由公司董事潘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的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

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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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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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子公司于2018年末对各项资产进行

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7,923.41万元，其中：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

821.78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563.02万元，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1,519.41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9.2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26,915.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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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根据相关资产

的实际情况并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充分，且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资产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1/2以上同意。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监

事会发表的意见的具体内容于2019年2月28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1、《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附件：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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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延华智能” ）董事会于

2019年1月3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9】第6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涉及事项逐

一自查、核实，对《问询函》中有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现将回复内容披露如下：

问题1、你公司拟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要原因、决策过程、会计处理的依据以及对你公司2018年净利

润的具体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2018年度商誉减值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一) 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策过程及主要原因

2019年1月上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启动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资产进行复核与清查工作。 根据控股

子公司成都成电医星数字健康软件有限公司（以简称“成电医星” ）及北京美迪希兰数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美迪希兰” ）上报的2018年年度财务情况，其业绩情况不及预期，公司管理层认为成电医星资产组及美迪

希兰资产组可能存在减值迹象。 为此，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以下简称“评估机

构” ）对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进行评估。

2019年1月中旬，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中介机构前往成电医星，对其财务状况、业务开展、资产状况等进行

排查，发现受国家宏观政策、部署的协同业务拓展不足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的营业收入

及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未达成年度业绩目标。公司管理层专题讨论了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未来经营

状况及行业前景，认为，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其未来的盈利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收购成电医星及

美迪希兰形成的商誉可能存在减值情形。

2019年1月下旬，评估机构反馈，因评估工作量大，工作周期较长，无法在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前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根据评估和商誉减值测试的进展，经公司管理层与年审会计师多次讨论，结合对成电医星及美迪

希兰未来经营情况及行业前景的分析预测，本着审慎的原则，预计可能将对成电医星资产组计提约17,000万

元至20,00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金，对美迪希兰资产组计提约82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金。

2019年1月29日，公司董事会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随着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稳步推进，并根据评估工作的进展，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商誉减值金额预计成

电医星在20,000万元至24,000万元之间、美迪希兰821.78万元全额计提。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公司计划在二月底前将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议题提交董事会审议，监事会将出具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意

见，独立董事将发表独立意见，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二个交易日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依据及对公司2018年净利润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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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誉的账

面价值，作为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评估机构尚未完成对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的减值测试工作。公司将根据最终减值

测试的情况，确定商誉减值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 ，贷记“商誉减值准备” 。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之后，公司2018年合并报表中，利润总额预计减少20,821.78万至24,821.78万元。

（三）会计师意见

根据目前所获取的资料以及所了解到的信息， 我们初步判断公司因购买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形成的商

誉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该等减值金额应当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2018年度公司利润表。

由于我们的审计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 因商誉减值判断的复杂性， 我们尚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就公司整体商誉减值的恰当性、减值金额及对2018年度公司业绩的影响形成审计意见。 我们目前不能对

商誉资产计提减值的会计处理合规性发表意见。

《关于对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大兴备字【2019】17-00002号），会

同本公告于2019年2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供投资者查阅。

问题2、你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主要原因、存货可变现净值下滑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涉及的存货类

型、存货可变现净值波动情况以及存货对应的主营业务2018年度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变化情况。

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

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18年公司拟对两类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一类

为工程存货，一类为库存商品。 关于工程存货：2018年12月末，公司按照建造合同准则确认收入，按合同约定

的结算条件与业主办理结算手续， 在办理结算过程中公司预计部分项目的结算金额将比原合同金额有所减

少，该部分项目形成的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资产”部分，预计可变现净值小于存货成本，故需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关于库存商品：公司仓库中的部分电子产品，因购买年限问题，预计可变现净值小于存货成本，故需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于2018年末对结算过程中的项目进行了梳理，公司承接的项目业主大部分信用度较高，各工程项目

的业主及情形彼此具有独立性和差异性，同时公司制定了工程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所以个别项目的减

值，对其他项目无影响。公司绝大部分项目结算不存在重大风险，且公司其他库存商品均根据项目需求采购，

并及时发至项目现场安装使用，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下滑不存在可持续性。

问题3、 你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事项的影响，并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以及你公司业绩预计修正是否及时。

回复：

（一）关于2018年三季报中对全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是否充分考虑了上述事项的影响

公司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全年业绩的预计，主要系根据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经营情

况、历年经营数据并考虑当前可预见经济形势基础上综合匡算得出，系基于当时公司所能掌握的实际信息作

出的相对合理的暂估数据，并未考虑、亦不可能预见第四季度相关重大事项对公司全年业绩的影响程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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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前三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日，子

公司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经营情况正常。 同时，根据行业一般规律，成电医星医疗信息化软件收入确认的重

要依据之一是取得终验单，通常大合同实施周期长，年底完工合同较多，从而集中在年底验收，故而大部分收

入都确认在四季度，基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其可按计划完成全年的经营目标，故未发现商誉存在明显减值

迹象。 因此，公司在2018年前三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日未对商誉进行减值，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全

年业绩进行预告时未考虑合并商誉减值问题。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时，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

量，同时按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截止2018年前三季度的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公

司的分析，认为“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算资产” 对应各项目价值大于预计总成本，可变现净值大于存

货成本，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二）关于知悉上述事项的具体时点及业绩修正的及时性

2019年1月初，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启动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资产进行复核及清查工作。 根据成电医

星及美迪希兰上报的2018年年度财务情况，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的业绩情况未达预期，为此公司聘请评估机

构对成电医星及美迪希兰进行减值测试。

2019年1月中旬，公司管理层前往成电医星，对其财务状况、业务开展、资产状况等进行排查。 同时，随着

清查工作的开展，公司财务部发现部分存货可变现净值下降，并上报公司管理层。

2019年1月25日至1月28日，经公司管理层与年审会计师多次讨论，本着审慎的原则，预计可能将对成电

医星资产组计提约17,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商誉减值准备金， 对美迪希兰资产组计提约820万元的商誉减

值准备金，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2,300万元。

2019年1月29日，公司董事会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综上所述，公司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8年度全年业绩的预计，是在公司2018年1-9月经营实绩的基础上

做出的，具有合理性。 公司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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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对2018年度业绩预计进行修正及披露。

问题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问题。

回复：

随着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稳步推进及评估工作的进展，经与年审会计师反复讨论及测算，公司拟对成电医

星资产组计提约20,000万元至24,000万元商誉减值准备，对美迪希兰资产组计提821.78万元商誉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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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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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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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998,380.73 2,136,933,366.68 -9.64%

营业利润

128,690,631.09 153,143,123.75 -15.97%

利润总额

151,775,553.45 203,136,109.41 -2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945,613.79 169,054,901.59 -1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69 0.2109 -2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22% 4.76%

下降

1.5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232,832,423.18 5,753,577,876.80 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426,626,617.25 4,295,785,925.34 3.05%

股 本

838,336,028.00 838,336,02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2803 5.1242 3.05%

注：根据财会【2018】15号文调整上年同期数，影响“营业总收入”和“营业利润”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国内信息安全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部分省市电子政务网络项目延后，商用密码产品市场营

销不及预期；此外，智慧城市、央企整保、卫士云等新动能业务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还在梳理和摸索，新

业务开拓进展不及预期。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公司2018年主要业绩指标有所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193,099.84万元，同比下降9.64%；实现营业利润12,869.06万元，同比下降15.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3,994.56万元，同比下降17.22%。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623,283.24万元， 较期初增长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42,

662.66万元，较期初增长3.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2803元，同比增长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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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公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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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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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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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2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参会人。 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7人，公司董事长李成刚、董事许晓平因故没有出席本次会议。 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

董事卿昱女士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请见2019年2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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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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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卫士通” ）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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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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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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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为了更加

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

资产进行了全面核查和减值测试， 需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

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总体情况

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8年末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后， 拟计提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63.09万元，占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37.64%。具体明细

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转回或转

销）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06,119,216.83 53,198,304.64 1,792,099.25 257,525,422.2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3,981,895.75 -327,215.48 8,358.80 13,646,321.47

存货跌价准备

23,880,690.50 10,759,799.22 11,779,731.20 22,860,758.52

合计

243,981,803.08 63,630,888.38 13,580,189.25 294,032,502.21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6,363.09万元，预计将减少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5,383.05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5,383.05万元。

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金额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 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

准。

四、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况

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75.9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1）存货分类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75,761,812.89 3,873,152.73 71,888,660.16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51,953,421.63 839,660.41 51,113,761.22

库存商品（产成品）

110,695,327.12 9,777,788.48 100,917,538.64

发出商品

59,271,563.42 8,370,156.90 50,901,406.52

周转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等）

179,839.12 179,839.12

在途物资

1,286,645.65 1,286,645.65

委托加工物资

0.00

合计

299,148,609.83 22,860,758.52 276,287,851.31

（2）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计提

本年减少（转回或转

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3,362,450.89 808,482.58 297,780.74 3,873,152.73

自制半成品及在产品

76,896.42 839,660.41 76,896.42 839,660.41

库存商品（产成品）

5,484,952.29 7,809,555.99 3,516,719.80 9,777,788.48

发出商品

14,956,390.90 1,302,100.24 7,888,334.24 8,370,156.90

合计

23,880,690.50 10,759,799.22 11,779,731.20 22,860,758.52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公司应当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减

值迹象。 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进行减值测试，并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

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一存货》相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

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于每

季度末对存货进行全面盘点的基础上，对遭受损失，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存货，根

据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3、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具体计提方法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主要因为存货库龄较长以及部分存货存在陈旧过时现象，其销售价格低于成本，预

计其成本不可收回。 公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可直接用

于出售的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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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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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五、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一一资产减值》相关规定和公司的会计政策，对单项超过200万元的债权单

独测试，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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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情况如下：

类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

2,012,351,591.78 256,095,320.57 1,756,256,271.21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1,430,101.65 1,430,101.65 -

合计

2,013,781,693.43 257,525,422.22 1,756,256,271.21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表如下：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1,248,974,432.97 62,448,721.65 5%

1

至

2

年

437,987,694.30 43,798,769.43 10%

2

至

3

年

215,635,893.87 64,690,768.16 30%

3

至

4

年

41,035,954.92 20,517,977.46 50%

4

至

5

年

20,392,659.23 16,314,127.38 80%

5

年以上

48,324,956.49 48,324,956.49 100%

合计

2,012,351,591.78 256,095,320.57 -

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和计提方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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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1

年以内（含

1

年，下同）

5 5

1-2

年

10 10

2-3

年

30 30

3-4

年

50 50

4-5

年

80 80

5

年以上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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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具备以下特征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应收关

联方款项、与对方存在争议或涉及诉讼、仲裁的应收款项；已有明显迹象表明债务

人很可能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应收款项等。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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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经核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的规定，体现了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更加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

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因此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

定的要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可以使公司关

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

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投

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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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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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2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2月16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

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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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

策等相关规定，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向

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财务信息，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请见2019年2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