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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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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2月 2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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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公司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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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

司及下属控股公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对相关资产价值出现的减值迹象进行了充分地分析和评估。 经减值测试，公

司需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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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 2018 年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商誉等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67,494,967.97元。 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应收账款 6,466,608.64

其他应收款 3,917,349.07

存货 2,118,122.09

固定资产 26,687,243.00

在建工程 6,894,224.59

无形资产 610,678.75

工程物资 51,688.16

商誉 20,749,053.67

合计 67,494,9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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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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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 根

据相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18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6,749.50 万元， 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

影响后，将减少 201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423.80万元，相应减少 2018 年末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423.80万元。

受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公司于 2019年 1月 30日将 2018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修正为：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8000万元至 -7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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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元) 279,639,715.03

账面价值(元) 209,522,877.83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

按账龄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元) 6,466,608.64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余额(元) 73,118,673.88

账面价值(元) 63,090,861.3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

按账龄进行减值测试。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元 3,917,349.07

计提原因 根据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准备。

3、存货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元) 89,710,979.10

账面价值(元) 82,246,280.7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存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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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2,118,122.09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4、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元) 751,751,812.04

账面价值(元) 724,289,767.39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26,687,243.00

计提原因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5、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在建工程

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元) 38,877,985.87

账面价值(元) 31,983,761.28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6,894,224.59

计提原因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6、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摊余价值(元) 177,635,984.99

账面价值(元) 177,025,306.24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610,678.75

计提原因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7、工程物资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工程物资

账面余额(元) 931,542.48

账面价值(元) 879,854.32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工程物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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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51,688.16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8、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元) 662,477,704.49

账面价值(元) 621,056,334.80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程

将计提商誉的公司作为一个资产组，通过对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测算，可收回金额与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元) 20,749,053.67

计提原因 燃气板块部分公司未达预期，按照预计可收回金额计提减值。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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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

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

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履行了相应的审

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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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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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

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事项决策程序规范，审批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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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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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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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在会议通知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送达各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9人，实到会董事 9人，公司部分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参

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 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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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

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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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说明，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该项议案的票数为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3、《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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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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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2

月 25日以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星期三）在会议通

知中指定的地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3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红新先生主持，会议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

制度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事项决策程序规范，审批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对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备查文件：

1、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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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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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告期” ）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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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4,586,468.96 3,042,131,797.48 50.70%

营业利润 -941,794,484.30 171,981,227.48 -647.61%

利润总额 -956,353,350.08 176,029,030.82 -64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5,147,997.30 136,129,590.15 -81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1 0.16 -79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22% 5.40% -42.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591,006,681.06 4,307,207,212.66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63,977,039.05 2,600,744,885.56 -16.79%

股 本 902,605,378.00 827,787,010.00 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0 3.14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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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4,584,586,468.9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70%；营业利润

-941,794,484.3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7.61%；利润总额 -956,353,350.08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43.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5,147,997.30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816.34%。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 4,591,006,681.06元，较年初增加 6.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163,977,039.05元，较年初减少 16.79%。

公司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公司通过外延并购和内生增长战略，基本完

成 LED 和广告传媒的双主业战略布局，报告期内，战略重心转向内部整合，发挥协同优势，

2018年度销售规模持续大幅增长。但由于经济环境和政策因素影响，公司从谨慎原则考虑，对

部分子公司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大额的商誉减值，导致经营业绩比上年同期大幅度降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8年 10月 30 日披露的《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 2018 年度预计的经

营业绩为：-30,000.00万元至 -70,000.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为对部分子公司

所形成的商誉计提的商誉减值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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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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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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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2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 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

事 8人，实际出席董事 8人（其中：董事长李志江、副董事长唐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副董事长郝军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财务总监苏成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027号《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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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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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2月 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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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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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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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商誉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可能发

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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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公司及子公司对 2018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 拟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115,280.01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期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万元）

占 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

对值的比例

应收账款 9,440.97 69.35%

其他应收款 1,174.74 8.63%

存货 2,679.67 19.68%

固定资产 848.44 6.23%

商誉 101,136.19 742.94%

合计 115,280.01 84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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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单项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1、2018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金额为 9,44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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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5%。应收账款期末单独或按组合进行

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

（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应收款

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

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 如无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则并入正常信用风险组合采用账龄分

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①无信用风险组合。 如无客观证据

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②正常信用风险组合。按账龄划分的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减值测试期末根据应收款项不同账龄的计提比例进行减值测试。 账龄在 1 年以内 （含 1

年）的按 5%计提；账龄在 1-2 年的按 10%计提；账龄在 2-3 年的按 30%计提；账龄在 3-4 年

的按 50%计提；账龄在 4-5年的按 80%计提；账龄在 5年以上按 100%计提。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很有可能形成

损失的，根据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

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制度对公司应收账款减值测试后，预计该项资产

未来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故计提减值准备 9,440.97万元。

2、2018年度公司拟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金额为 101,136.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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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94%，公司商誉形成情况如下：

公司对商誉不摊销，商誉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

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在

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

量的，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额

的比例进行分摊。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 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

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

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

账面价值的，确认商誉的减值损失。

公司以 2018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商誉涉及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预测各资产组

的可回收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根据测算公司本期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01,136.19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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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导致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115,280.01

万元，公司 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减少 115,280.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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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可以参阅公司届时披露的年度报告。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有关

法规进行的，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依据充分。 计提减值准备后，2018年度财务报表能更加公

允地反映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 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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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以

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 2018年度的经营成果，且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计提 2018年度资产减值

准备。

七、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程序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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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9-026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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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2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7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 1812-1816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

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承荣女士主持，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2019-027号《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程序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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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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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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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4,509,122.73 1,859,901,688.90 22.29

营业利润 -431,155,070.46 167,341,288.67 -357.65

利润总额 -431,144,619.10 160,611,870.49 -36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306,212.04 118,993,445.82 -43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1.11 0.33 -43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9% 10.15% -49.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417,439,078.39 3,179,150,037.11 -2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4,819,776.27 1,219,043,386.29 -33.16

股 本 358,000,000.00 358,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28 3.41 -33.14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2、本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幅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增减变动幅度之间存在差异，系数据折算时四舍五入而造成的。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27,450.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29%；实现营业利润

-43,115.5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57.65%；实现利润总额 -43,114.4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68.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30.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3.05%。

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系：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价之链跨境电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价 之链” ）经

营亏损，并表利润为负数，而上年同期为正数，两者差距较大。

2、因价之链无法完成业绩承诺，公司结合行业经营规律、价之链以往年度的业绩成长情

况，对其未来经营情况分析预测，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判断因收购价之链形成的商誉存在

减值风险，在本报告期末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3、报告期，现金收购价之链 65%股权产生的利息费用金额较去年同期多。

4、报告期，拉链业务相关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97%，拉链业务相关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 27.94%。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241,743.91 万元，较年初下降 23.9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481.98 万元，较年初下降 33.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28 元，较年初下降 33.14%，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末对并购子公司价之链形成的商誉

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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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31 日对外披露的 《福建浔兴拉链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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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286� � �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19-005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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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29,891,560.76 1,592,996,189.38 8.59

营业利润 58,387,438.21 57,895,163.23 0.85

利润总额 60,856,595.57 57,088,674.49 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51,375.90 49,621,887.64 3.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13 7.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5 3.27 0.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75,967,854.03 2,106,919,776.89 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1,547,859,317.65 1,522,850,018.45 1.64

股本 369,256,000.00 369,25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19 4.12 1.7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72,989.16 万元，同比增长 8.59%；实现营业利润 5,838.74 万元，同

比增长 0.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15.14 万元，同比增长 3.08%。 报告期公司基

本每股收益为 0.14元，同比增长 7.69%。

上述变动的原因：报告期内，受益于大健康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措施

的有效驱动，公司稳步推进年初确定的经营计划，2018 年全年公司整体经营情况与去年相比

实现了稳步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257,596.79 万元，较期初增长 22.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 154,785.93万元，较期初增长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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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8 年度业绩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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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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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716� � �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2019-011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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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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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3,197,063.82 11,301,766,097.65 -6.98%

营业利润 175,676,593.63 308,781,296.20 -43.11%

利润总额 173,054,575.68 288,392,916.01 -3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486,960.70 253,454,879.76 -45.3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47 -7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8.41% -4.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390,888,339.55 9,576,023,778.01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19,885,787.54 3,536,436,990.08 5.19%

股本（股） 960,478,192 564,987,172 7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87 6.26 -38.18%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同比分别下降 43.11%、39.99%、45.36%和 53.98%，主要原因是：1、报告期内在国家宏观调控及

去杠杆等因素影响下，公司融资利率上升，公司融资利息支出较上年增加；2、公司技术研发

投入大幅增加，管理费用较上年大幅增加；3、子公司西藏金和矿业有限公司下属唐加选厂因

政策性拆迁，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元）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分别下降

70.21%和 38.18%，以及股本增加 70%，主要是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资本公积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 造成股本总额增加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 公司实施了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564,987,17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股 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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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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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2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 2019一 013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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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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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983,626.24 468,080,735.66 14.72%

营业利润 41,859,565.75 -206,700,997.59 120.25%

利润总额 42,348,984.56 -205,621,681.45 12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784,608.28 -214,553,557.03 11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05 -0.4228 116.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6% -24.62% 29.28%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90,154,792.18 876,610,240.21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85,258,172.22 749,810,780.63 4.73%

股 本 507,509,848.00 507,509,84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5473 1.4774 4.73%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3,698.36万元，同比增长 14.72%，营业利润 4,185.96万元，

同比增长 120.25%，利润总额 4,234.90 万元，同比增长 120.60%，净利润 3,578.46 万元，同比增

长 116.68%，主要是因为：2017年子公司金沙药业的净利润下降幅度较大，引起合并报表商誉

减值。 2017年度报告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4,013.23万元，导致 2017年业绩出现亏损。 2018年

公司通过增加营销投入，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整合销售渠道等方式提升市场份额，金沙药业

销售状况得到改善，销售回款加快，业绩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 89,015.48万

元， 较期初增加 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78,525.82 万元， 较期初增加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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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披露的 2018 年度第三季度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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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2月 27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B168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