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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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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653,178,398.20 1,575,945,309.43 68.35

营业利润 341,593,803.98 257,671,741.32 32.57

利润总额 340,448,807.58 253,623,792.85 3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2,907,187.55 200,864,341.90 6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5 0.41 9.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1 14.87 -7.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681,157,639.78 1,837,037,124.62 59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784,746,580.19 1,426,156,427.31 445.86

股本 964,031,086.00 494,355,000.00 9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08 2.88 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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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5,317.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35%；实现利润

总额34,044.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2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290.7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74%；基本每股收益为0.4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68,115.76万元，较期初增长590.3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78,474.66万元，较期初增长445.86%。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1、原主营业务经营稳定；2、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收购的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和CB� Cardio� Holdings� V� Limited

自2018年6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2018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业绩情况良好，预计能完成全年的业绩承诺，对公司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3、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于2018年9月、10月逐步完成新股上市和对价

支付，各类中介机构服务费用和交易相关费用随后陆续发生和结算，受前述因素和

其他相关费用摊销等一次性因素影响，导致期间成本和费用有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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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的业绩不存在

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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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96� � � �证券简称：中大力德 公告编号：2019-005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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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载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宁波中大力德

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力德”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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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报告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99,051,534.99 498,115,395.59 20.26%

营业利润 73,297,463.25 67,522,841.72 8.55%

利润总额 83,862,553.52 69,781,041.72 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229,241.77 59,842,413.73 22.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2 0.90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8% 16.21% -3.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36,657,191.88 781,174,956.21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90,573,520.33 531,744,278.56 11.06%

股 本 80,000,000 8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38 6.65 10.98%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财政部于2018年9月5日发布了 《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

解读》(以下简称《解读》)。 《解读》规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项目在利润表的“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

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

本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一一财务报表列报》等相关规定，对此项会计政

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2017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 对2017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其他收益” 31,130.35元， 减少 “营业外收入” 31,

130.35元。 对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 “其他收益” 31,

130.35元，减少“营业外收入” 31,130.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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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051,534.99元，同比增长20.26%。 实现营业利润

73,297,463.25元，同比增长8.55%。 实现利润总额83,862,553.52元，同比增长20.18%。 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229,241.77元，同比增长22.37%。 报告期业绩增长主

要原因为公司克服了主要原料价格上涨的不利影响，抓住市场发展的契机，大力拓展公

司业务，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实现了业绩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2%，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36,657,191.88元，较期初增长1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590,573,520.33元，较期初增长11.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38元，较期初增长10.9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8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10%至40%之间（内容详见2018年10月

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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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23� � � �证券简称：梦网集团 公告编号：2019-015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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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简

称：梦网集团，证券代码：002123）于2019年2月25日、2月26日及2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公司针对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发生或预计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形；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 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28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0）、《2018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9-014），本次业绩快

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2018年度业绩快

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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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

年度报告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

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梦网荣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22� � � �证券简称：伊戈尔 公告编号：2019-023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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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伊戈尔电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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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88,672,383.33 1,148,839,628.21 -5.24%

营业利润 41,522,172.81 98,734,084.21 -57.95%

利润总额 44,041,955.45 98,558,953.74 -5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78,174.53 77,755,536.89 -45.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79 -5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16.27% -11.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28,249,037.37 1,354,868,459.81 -1.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95,476,695.79 878,809,109.20 1.90%

股本 131,992,875.00 131,992,87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6.78 6.66 1.80%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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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88,672,383.33元，同比下降5.24%；营业利润41,522,

172.81元，同比下降57.95%；利润总额44,041,955.45元，同比下降55.3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42,278,174.53元，同比下降45.63%；基本每股收益0.32元，同比下降59.49%。

公司2018年度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5.24%，主要原因：报告期照明电源行业主要客户对

公司LED驱动电源产品的采购同比减少4,241万元；受2018年光伏新政影响，光伏发电行

业主要客户对公司高频变压器产品的采购同比减少1,621万元。

2、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7.95%，约5,721.19万元，主要原因：报告期人工成本和主要原

材料价格上升，导致报告期平均毛利率同比下降6.17%；2018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

汇率比2017年下降约2.42%，影响营业利润约996万。

3、利润总额同比下降55.31%，约5,451.70元，主要原因：营业收入同比下降5.24%，毛

利率同比下降6.17%，导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5.63%，约3,547.74万元，主要原因：报告期

利润总额同比减少5,451.70万元，报告期因研发支出加计扣除因素，所得税费用同比减

少约1,743万元。

5、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59.49%，主要是：报告期净利润同比下降45.63%（二）报

告期末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末总资产1,328,249,037.37元，比期初下降

1.96%；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95,476,695.79元，比期初增长

1.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78元，比期初增长1.8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已于2018年10月23日披露《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

2018-100）， 对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48.56%至-42.13%；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变动区间为4,000万元至4,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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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742� � � � �证券简称：三圣股份 公告编号：2019-10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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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业绩快报所载2018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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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

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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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5,241,753.58 1,902,471,916.57 50.61%

营业利润 179,985,310.84 210,666,973.34 -14.56%

利润总额 177,516,300.22 215,020,347.66 -1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962,454.83 180,330,725.90 -35.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321,439.95 106,401,032.52 0.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42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1% 13.33% -5.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063,127,463.14 4,237,184,337.14 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12,838,485.70 1,416,141,007.37 6.83%

股本 432,000,000.00 43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50 3.28 6.7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健、盈利情况良好。 受益于主要产品价格上涨、医药板块收

入比重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50.61%；因2017年同期并

购春瑞医化产生投资收益6,403.79万元（属非经常性损益），而本期无此项收益，虽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少35.69%，但剔除该因素影响后，公司保持了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稳中略升。

近年来，公司加快发展步伐和投资力度，实施多元化、国际化发展进行产业布局，在

非洲投资新型建材、医药项目，并购春瑞医化等，导致期间费用阶段性增长较快，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司的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8年10月22日披露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1,098.52万元至14,065.79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

业绩在前次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情况预告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本业绩快报所载2018年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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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

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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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86� � � �证券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9-030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控制权转让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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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基本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钰” 或“公司” ）于2019年2月2日公告：云南

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龙实业” ）的股东赵宁、王瑛琰与中国蓝田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蓝田” ）就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相关事项达成共识，赵宁、王

瑛琰拟将其合计持有的兴龙实业100%的股份转让给中国蓝田。转让完成后，中国蓝田将间接

持有东方金钰31.42%的股权。 详见公司临2019-018号公告。

二、终止本次控制权变更的原因和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2月10日、2月12日、2月17日分别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

发的《关于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232号，详见公司临

2019-020号公告）、《关于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转让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

证公函【2019】0246号，详见公司临2019-023号公告）、《关于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

转让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264号，详见公司临2019-026号公告）。

公司已多次就本次收购相关事项向中国蓝田询证，但中国蓝田未就其身份、主体资格、

资信情况及收购的合法合规性等提供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 鉴于相关事项仍有待核实，同时

出于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经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赵宁审慎讨论决定，已暂时终止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并已经发布“临2019-024” 公告。

截至目前，中国蓝田仍未就上述事项提供充分有效的说明，且尚未聘请收购方财务顾问

就相关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明确市场预期，公司实际控制人赵宁审慎决

定终止本次收购事项。

三、终止本次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不涉及上市公司目前的日常经营和财务情况，本次交易终止对公司日常经营、

财务状况等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

进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正在寻求化解债务危机方案。 同时，公司代表控股股东针对近期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事项以及对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在今后的方案选择中将审慎判

断，确保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10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度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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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源”或“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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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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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会计政策

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2018年12月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

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等资产进

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部分呆滞

及不良存货、个别长期投资、电站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商誉确定为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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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长期股权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288,283,048.21元；拟计入的

报告期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核销/转销 合并范围变更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61,050,701.00 53,889,855.24 371,550.04 116,463.30 114,452,542.90

其他应收坏账准备 7,435,788.74 1,554,224.55 45,844.99 8,944,168.30

存货跌价准备 24,118,510.00 55,438,418.68 9,012,053.64 70,544,875.0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

11,625,860.00 21,001,267.21 32,627,127.21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27,945,500.55 27,945,500.55

固定资产减值 108,846,569.84 108,846,569.84

在建工程减值 10,780,737.39 10,780,737.39

商誉减值 1,624,635.28 8,826,474.75 10,451,110.03

合计 105,855,495.02 288,283,048.21 9,383,603.68 162,308.29 384,592,631.26

3、公司本次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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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

会及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明细说明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65,583,289.91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5%，一到二年计提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50%，四年以上计提100%。 2、单项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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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元) 53,889,855.24

计提原因

个别单项计提：个别账龄较长、恶意拖欠、经营困难、涉诉的应收账款，考虑回款尚存在

不确定性，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按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坏账准备。

其余应收账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价值(元) 18,091,657.94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8,091,657.9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和个别单项计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1、按资产账龄组合计提：账龄四-十二个月计提5%，一到二年计提10%，二到三年计提

20%,三到四年计提50%，四年以上计提100%。 2、单项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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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金额(元) 1,554,224.55

计提原因 其他应收款按资产的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价值(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36,486,191.4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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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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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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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

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金额(元) 55,438,418.68

计提原因

由于部分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因产品升级等因素影响，根据公司的生产和销售计划，预

计其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账面价值(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28,646,016.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权益工具的累计减值＝权益工具账面价值－期末公允价值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的下降，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以后，

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认定该项金融资产已经发生减值。

计提金额(元) 21,001,267.21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

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5、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121,415,797.2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长期股权投资的累计减值＝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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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在期末时按账面价

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的原则来计量，对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股权

投资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27,945,500.55

计提原因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所投资的部分标的资产，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

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6、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元) 426,221,046.56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426,221,046.56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固定资产的累计减值＝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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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

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

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作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应按单项资产计提。

计提金额(元) 108,846,569.84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三家光伏电站项目公司，因企业经营所处的行业、技术及市场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7、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账面价值(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6,790,000.0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在建工程的累计减值＝在建工程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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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在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

年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应当

计提减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10,780,737.39

计提原因

公司下属新余茂硕光伏电站项目在建工程，因企业经营所处的行业、技术及市场环境

等发生重大变化，经公司聘请的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8、商誉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商誉

账面价值(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元) 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商誉的累计减值＝商誉账面价值－期末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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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商

誉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迹象。 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当至少在每

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企业应当将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商誉减

值准备。

计提金额(元) 8,826,474.75

计提原因

公司2013年因收购深圳茂硕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光伏逆变器业务产生商誉10,451,

110.03元，逆变器业务经营所处的行业及市场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商誉经公司聘请的

评估及会计机构初步评估、分析确认发生减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1-12月公司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88,283,048.21元，将减少2018年1-12月营

业利润288,283,048.21元。

公司本次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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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了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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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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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准备事项。

五、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

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

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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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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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充分合理，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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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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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依据充分，决策程序合法，公允地反映了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的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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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2、《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

3、《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的独立

意见》。

4、《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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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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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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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803,927.70 1,652,076,282.01 -19.02%

营业利润 -262,317,294.97 22,304,758.01 -1276.06%

利润总额 -262,620,381.67 27,407,883.52 -105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0,002,559.72 13,065,004.57 -2013.5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100 0.0500 -19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47.00% 1.51% -3448.5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14,644,404.87 2,047,914,695.95 -1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61,080,112.50 850,558,239.12 -34.03%

股本 274,327,707.00 274,780,458.00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2.05 3.15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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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37,803,927.70元，同比减少19.20%；实现营业

利润-262,317,294.97元，同比减少1,276.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0,002,559.72

元，同比减少2,013.53%。

(二)、2018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1,276.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减少2,013.53%，主要原因：

1、光伏资产减值：公司根据目前光伏电站的市场情况分析，电站资产存在明显减值迹象，计

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及审计机构

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2、光伏逆变器业务资产减值：公司控股子公司光伏逆变器业务受宏观经济及光伏行业环境

影响，客户订单锐减，欠款逾期，退货聚增，导致库存积压，业绩大幅下滑，存在资产减值风险。 逆

变器业务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以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资质的审计机构

审计后确定。

3、投资减值：公司主要投资标的受国内外经济形式影响，未能完成既定经营目标，业绩大幅

下滑不及预期，存在资产减值风险，对投资标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最终减值计提金额将以评估

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4、应收账款、库存等经营性资产减值：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部分客户经营状况出现恶化，

存在无法偿还应收账款的风险；受客户需求不达预期、产品更新换代等因素影响，部分库存存在

减值迹象，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相应计提了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 最终计提金额

由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确认。

三、与前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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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披露的2018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

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差异原因主要系各项减值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

构评定的初步数据与公司前期预测的数据存在一定差异导致，以评估机构评定数据为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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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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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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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

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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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

及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鉴于本次审议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金额经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确认时间较长，经全体监事确认，一致同意会议于2019年2月

27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廖青莲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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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充分合理，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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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详情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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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

第1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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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

及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2月26日以电话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鉴于本次审议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金额经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确认时间较长，经全体董事确认，一致同意于2019年2月27日

紧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1次临时会议。 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 会议由董事长顾永德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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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参阅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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