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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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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梅城先生（持有466,171,1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9%）拟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2个交易日后至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形式向QFII合计减持不超过

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 2019年2月27日收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傅梅城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姓名 任职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傅梅城 董事长 466,171,187 26.29%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东名称：傅梅城

2、减持原因：为降低债务压力，拟向QFII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股份。

4、减持方式：大宗交易

5、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2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内 （即从2019年3�月4日至

2019年9�月4日）。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6、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姓名 拟减持数量（股） 拟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傅梅城 35,460,000 2.00%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或缩股等除权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7、减持价格：根据二级市场情况确定。

三、 股份变动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傅梅城先生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截至公告披露日，傅梅城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行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傅梅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2、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的情况，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傅梅城先生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系傅梅城先生出于降低债务压力为目的，为正常的减持行为，不会对公

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更变。

五、备查文件

1、傅梅城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02� � �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9-023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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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3,993,724.67 3,490,821,643.58 131.29

营业利润 1,090,486,094.05 952,948,969.78 14.43

利润总额 1,087,760,037.53 961,085,805.88 13.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5,646,246.02 782,740,266.90 28.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48 -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8% 16.43% -8.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6,851,593,392.45 6,413,770,003.40 16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957,630,843.78 5,049,562,385.52 176.41

股本 2,334,756,244.00 1,027,092,040.00 1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86 2.90 102.0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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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公司经营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公司营业收入为8,073,993,724.67元、营

业利润为1,090,486,094.05元、利润总额为1,087,760,037.5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05,646,246.02元，分别较上年度增长131.29%、14.43%、13.18%和28.48%，公司2018年度业绩上

升的主要原因是合并DianDian� Interactive� Holding及点点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合

称“点点互动” ）。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结构合

理，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与公司经营模式以及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总资产为16,851,593,

392.45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957,630,843.78元， 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162.74%、176.41%。

2、变动幅度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和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的增长幅度均在30%以上，主要系公司合并点点互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全年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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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并盖章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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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8� � � � �证券简称：威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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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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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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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633,019.42 1,137,479,087.31 3.09%

营业利润 214,810,554.70 208,722,272.89 2.92%

利润总额 216,508,841.30 208,567,824.83 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881,158.97 189,905,317.20 -8.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22 -1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8% 7.31% -2.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511,583,009.35 4,305,537,414.79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575,746,031.13 3,448,652,738.16 3.69%

股 本 910,356,625.00 913,594,055.0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93 3.77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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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7,263.30万元，营业利润21,481.06万元，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3.09%、2.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388.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44%。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稳步发展。其中，超高分辨率数字拼接墙产品业务因销售结构

比例的变化对其毛利率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儿童成长平台业务方面，公司对园所运营管理教

学产品研发和智慧幼教平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公司成本费用。另外，公司

需按照《关于购买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收购协议》的约定，在2018年

度北京金色摇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三年业绩承诺后计提激励奖金（约2,600万元，具体金

额以最终审计结果为准），列支为管理费用。受此影响，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下降8.4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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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

为15,192.42万元至20,889.58万元，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0%

至1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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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72� � � �证券简称：凯瑞德 公告编号：2019-L011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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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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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30,488.98 78,020,884.85 -19.85

营业利润 -474,532,775.63 -29,366,993.69 -1,515.87

利润总额 -471,117,094.55 -30,006,347.55 -1,47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9,947,852.37 -35,109,559.32 -1,23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2.670 -0.199 -1,241.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9.74% -44.84% -224.9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90,818,054.20 680,685,654.51 -7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09,197,855.16 60,749,997.21 -773.58

股 本 176,000,000.00 176,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32 0.35 -762.86

注：表内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53.0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85%，主要原因为：本年

度子公司屹立由因市场环境影响，导致销售业绩下降。

2、2018年度，公司营业利润为-47453.2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15.87%；利润总额

-47111.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70.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994.79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238.52%；总资产为19081.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1.9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为-40919.7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73.58%。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为：本年度公

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谨慎性原则，对个别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以及对收购子公司时形

成的商誉计提了商誉减值，导致本年度利润大幅亏损，从而导致本年度总资产和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大幅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于2019年1月31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凯瑞德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L005）中披露的修正后的

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若年度报告实际披露业绩与本次业绩快报一致，将触发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相关条款，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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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内部审计报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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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7� � �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4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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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0,294,890.78 6,908,279,241.87 1.62

营业利润 324,121,377.64 193,320,704.09 67.66

利润总额 327,244,938.94 189,224,116.98 7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4,368,014.49 159,426,074.81 6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0.38 6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5% 7.57% 4.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684,801,068.87 6,369,273,296.76 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57,364,022.21 2,159,684,839.45 9.15

股 本 423,450,000.00 422,200,000.00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65 5.18 9.0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2,412.1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7.66%； 实现利润总额32,

724.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436.80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65.82%；实现基本每股收益为0.63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65.85%。

公司2018年度在日用化工和油脂化工领域的市场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公司控股子公司

南通凯塔和印尼杜库达因2018年四季度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业绩下降、 武汉新天达美2018年度

因项目实施进展未达预期，实际经营业绩均低于承诺业绩，公司分别根据股权收购时所签署的

《盈利补偿协议》，对股权交易对方需支付的业绩补偿额确认了相关收益，同时对南通凯塔和

印尼杜库达、武汉新天达美股权投资所形成的商誉和资产组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

上述因素综合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

益较上年同期增幅明显。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668,480.11�万元，期初增长4.95%；负债总额 372,801.81万元，

较期初增长2.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5,736.40万元，较期初增长9.15%；公司

资产负债率为55.77%，较期初下降了1.40个百分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436.80万元， 同比增长了

65.82%， 与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所披露的经营业绩预测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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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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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

2月27日在公司A1815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2月22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敬国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

9名，达到法定人数。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

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关于

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及《证券时

报》公告。

独立董事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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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于2018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全文》中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9-004） 已充分考虑了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对净利

润的影响。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 2018�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

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拟对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进

行了测试判断，遵循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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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对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应收

账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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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0.40�万

元。计提资产减值明细如下：

资产项目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万元）

占2017年度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的比例

商誉减值 10,000.00 62.72%

资产组减值 4,946.00 31.02%

坏账准备 2,727.30 17.11%

存货跌价准备 1,957.10 12.28%

合计 19,630.40 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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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的说明

1、商誉减值准备计提

公司于2017年10月完成对武汉新天达美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达美” ）

73.815%的股权收购，本次收购共支付股权转让款59,937.20万元，形成合并商誉298,060,605.55

元。2017年末公司对新天达美相关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测算，未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2018年末公司该项投资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为298,060,605.55元。

由于新天达美部分项目未如期开工， 未按照计划工程进度确认相关收入导致2018年未达

到业绩承诺目标。

公司根据新天达美2018年度实际经营情况， 剔除非正常性因素后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

法，对新天达美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重新估算。商誉减值的

主要测试过程包括：

（1）本次资产减值测试的收益期为无限期，采用分段法对资产组的收益进行预测，即将委

估资产组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收益， 其中明确的预测

期取5年，从第5年起为永续期。

（2）新天达美的营业收入主要为项目的工程收入和已建成项目的运营收入。对于项目的

工程收入，首先基于公司在建项目的后续收益，然后根据新天达美现签订合同项目和追踪项目

情况，以及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参考公司自身经营优势和行业的发展状况综合预测；对于已

建成项目的运营收入，按照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进行预测。

（3）营业成本包括项目的工程成本和已建成项目的运营成本。工程成本主要按照公司的

成本预算数据结合公司历史项目、同行业其他公司的同类型项目毛利率水平分析比较确定；对

于运营成本，按照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进行预测。

（4）根据新天达美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结合所进行项目的实际情况，

现行流转税等税收政策，测算未来各项费用及税金支出现金流量；

（4）根据公司目前的项目规模和营运资金需求，结合业务后续发展情况，预测未来营运资

金的变动。

（5）根据市场收益率水平、长期国债无风险收益率水平，考虑细分行业的特性及企业个别

风险因子等综合确定折现率，对新天达美未来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其整体价值，扣减

债务金额后为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

根据上述测试过程，新天达美经重新估算后的相关资产组的可回收价值为79,100.00万元，

按照公司持股比例73.815%计算享有权益58,387.67万元，公司合并报表中新天达美相关资产组

的账面价值为68,387.67万元，本年度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000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12月31

日商誉账面价值及2018年度合并营业利润10,000万元。

2018年度公司应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资产

计提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商誉减值准备计提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前合并商誉账

面价值

298,060,605.55元

商誉可收回金额 198,060,605.55元

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照所投资子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重新估算，本次计提对新天达美商誉减值的

测试过程详见上述具体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被投资子公司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确定权益价值的可回收金额，并确认减值金额。

本期计提数额 10,000万元

计提原因

新天达美经营业绩不及预期，重新对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测算并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2、资产组减值准备计提

公司分别于2016年6月和2016年8月完成对南通凯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

凯塔” ）和杜库达（印尼）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杜库达” ）各60%的股权收购，本次收购共支付

股权转让款6.95亿元，形成合并商誉101,999,367.64元，根据评估增值在合并层面确认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291,941,092.67元。2016年末和2017年末公司对南通凯塔和印尼杜库达的相关资产

组组合的可收回价值进行测算，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1,999,367.64元，2018年末公司该项投资

形成的商誉账面价值为0元，2018年末公司该项投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57,248.00万元。

南通凯塔和印尼杜库达新增45万吨硬脂酸生产规模分别于2016年7月和2016年10月达到

设计产能， 2018年实际经营未达到业绩承诺目标，主要原因系：（1）南通凯塔和杜库达原材料

棕榈油的库位量较高，2018年棕榈油价格持续下跌， 导致南通凯塔和杜库达2018年毛利率偏

低。（2）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南通凯塔和杜库达进口棕榈油需要支付较多的美

元，导致出现较大的汇兑损失。

公司根据南通凯塔和杜库达2018年度实际经营情况， 剔除非正常性因素后按照未来现金

流量折现法， 对南通凯塔和杜库达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进行了重

新估算。资产减值的主要测试过程包括：

（1）本次资产减值测试的收益期为无限期，采用分段法对资产组组合的收益进行预测，即

将资产组组合未来收益分为明确的预测期间的收益和明确的预测期之后的收益， 其中明确的

预测期取5年，从第5年起为永续期。

（2）预计南通凯塔和杜库达未来5年的产能利用率，结合各类产品产量和销量情况，确定

资产组组合的未来营业收入； 由于南通凯塔和杜库达所生产产品的材料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

重超过90%，材料价格与产品销售价格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根据目前南通凯塔和杜库达主要原

材料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之间的合理价差，剔除非正常的影响因素后，确定营业成本。

（3）根据南通凯塔和杜库达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现行流

转税和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测算未来各项费用及税金支出现金流量；

（4）根据南通凯塔和杜库达现有的固定资产规模结合资产购置、更新、改造计划，预测未

来每年需投入的资本性支出现金流量。

（5）根据市场收益率水平、长期国债无风险收益率水平，考虑细分行业的特性及企业个别

风险因子等综合确定折现率，对南通凯塔和杜库达未来自由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其整体价

值，扣减债务金额后为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

根据上述测试过程， 南通凯塔和杜库达经重新估算后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价值为87,

170.00万元，按照公司持股比例60%计算享有权益52,302.00万元，公司合并报表中上述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价值为67,448.00万元，以前年度已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0,200.00万元，本年度应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4,946.00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12月31日资产组账面价值及2018年度合并营业利

润4,946.00万元。

2018年度公司应计提资产组减值准备4,946.00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超过30%，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根据有关规定，对单项

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资产组减值准备计提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前合并资产组

账面价值

57,248.00万元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52,302.00万元

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照所投资子公司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重新估算，本次计提对南通凯塔及印尼杜库

达资产组减值的测试过程详见上述具体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按照被投资子公司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确定权益价值的可回收金额，并确认减值金额。

本期计提数额 4,946万元

计提原因

南通凯塔和杜库达经营业绩不及预期，重新对资产组可回收价值进行测算并计提资

产组减值准备。

3、应收款项及坏账准备计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坏账准备计提会计政策，对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各子公司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进行分析，并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2018年度坏账准备共计2,727.30

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营业利润2,727.30万元。

4、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会计政策，对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各子公司

存货期末余额进行分析，并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2018年度存货跌价准备共计1,

957.10万元，减少公司2018年度合并营业利润1,957.10万元。

5、2018年度计提减值准备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项目 计提依据 计提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 净利润影响金额

商誉减值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10,000.00 10,000.00

资产组减值 未来现金流折现法 4,946.00 4,946.00

坏账准备 账龄分析法 2,727.30 615.91 2,111.39

存货跌价准备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1,957.10 489.27 1,467.83

合计 19,630.40 1,105.18 18,525.22

上述各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仅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公司将聘请具有

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 对南通凯塔和杜库达长期股权投资及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减

值进行评估，对新天达美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减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机构对各项资产减值情况进行审计，最终计入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资产减值金额，以评估结果

及审计结果为准。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本期净利润18,525.22万元。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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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

情况，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主要

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商誉减值、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了资产减

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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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经过审核，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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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四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四届二十四次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37� � �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9-002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

2月27日在公司A1812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2月22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夏雄燕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

到监事 3�名，达到法定人数。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 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关于本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及

《证券时报》公告。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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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董事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文名：万晓

阳）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方莉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12月

6日收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文名：万晓阳）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方莉女士（以下简称“减持股东” ）的《关于

计划减持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减持股东拟部分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详情请见公司刊登于2018年12月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160）。

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收到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文名：万晓阳）先生、方莉女士关于减持股份计划进展的通知，详情请见公司刊登

于2018年12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77）。

近日，公司收到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

文名：万晓阳）先生、方莉女士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主要内容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计划出售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徐海啸 600 0.7370% 150 0.1842%

张晶 450 0.5527% 112.5 0.1382%

沈晓超 520 0.6387% 130 0.1597%

陈丹 450 0.5527% 112.5 0.1382%

WAN�XIAO�YANG

(中文名：万晓阳)

370 0.4545% 92.5 0.1136%

方莉 78 0.0958% 19.5 0.0240%

二、本次减持计划情况

1、减持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时间

减持

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徐海啸 2018-12-28 大宗交易 1,500,000 9.64 0.1842%

张晶 2018-12-27 大宗交易 1,100,000 10.00 0.1351%

沈晓超 2018-12-28 大宗交易 1,300,000 9.64 0.1597%

陈丹 2018-12-27 大宗交易 1,100,000 10.00 0.1351%

WAN�XIAO�YANG（中

文名：万晓阳）

2018-12-27 大宗交易 925,000 10.00 0.1136%

方莉 2018-12-28 集中竞价 195,000 9.95 0.0240%

合计 6,120,000 - 0.7517%

2、减持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徐海啸

合计持有股份 6,000,000 0.7370 4,500,000 0.55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00,000 0.1842 1,125,000 0.13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4,500,000 0.5527 3,375,000 0.4145

张晶

合计持有股份 4,500,000 0.5527 3,400,000 0.41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00 0.1382 850,000 0.10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75,000 0.4145 2,550,000 0.3132

沈晓超

合计持有股份 5,200,000 0.6387 3,900,000 0.47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00,000 0.1597 975,000 0.11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00,000 0.4790 2,925,000 0.3593

陈丹

合计持有股份 4,500,000 0.5527 3,400,000 0.41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00 0.1382 850,000 0.10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75,000 0.4145 2,550,000 0.3132

WAN�XIAO�YANG

（中文名：万晓阳）

合计持有股份 3,700,000 0.4545 2,775,000 0.34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25,000 0.1136 693,750 0.08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75,000 0.3409 2,081,250 0.2556

方莉

合计持有股份 780,000 0.0958 585,000 0.071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5,000 0.0240 146,250 0.018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5,000 0.0719 438,750 0.0539

合计 24,680,000 3.0314 18,560,000 2.2797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文名：万晓

阳）先生、方莉女士减持公司股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徐海啸先生、张晶女士、沈晓超女士、陈丹女士、WAN� XIAO� YANG（中文名：万晓

阳）先生、方莉女士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

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18-160）所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4、本次减持未对公司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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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终止挂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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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喀什中汇联银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其参股公司北京爱酷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酷游” ）的

通知， 爱酷游于2019年2月25日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报送了终止挂牌

的申请资料。 经核对，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认为爱酷游申请材料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的相关要求，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2月26日

向爱酷游出具了编号为ZZGP2019020087号的《受理通知书》。

上述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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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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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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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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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114,953.96 373,172,726.25 408.64%

营业利润 453,589,266.17 -119,307,724.28 480.18%

利润总额 457,147,428.53 -118,058,051.73 48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0,966,080.41 -107,607,635.77 41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14 4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3% -7.97% 25.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699,516,551.09 3,234,129,192.61 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44,988,264.37 1,349,637,156.94 44.11%

股本（股） 814,139,568.00 820,589,768.00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39 1.64 45.73%

注：上表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98,114,953.9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8.64%；实现营

业利润453,589,266.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0.18%；实现利润总额457,147,428.53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487.2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0,966,080.41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16.86%；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42元/股，比上年同期增长400.00%。

2017年底公司完成对成都哆可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哆可梦” ）的控股权收

购，哆可梦在本报告期内业务快速发展，根据目前初步测算的财务数据，哆可梦超额实现本

报告期业绩承诺；此外公司参与设立的产业并购基金北京信中利赞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基金” ）2017年底处置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确认在

本报告期，并且公司在本报告期内对外转让基金出资份额确认了投资收益。前述事项是促使

公司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各项主要财务数据均有较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2、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44.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增长45.7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增长所致，此外还受本报告期内公司股

权激励解锁行权因素的影响。

3、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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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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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