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53� � �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19-007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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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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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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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66,706.59 826,468,270.53 34.34%

营业利润

162,616,772.41 120,191,213.16 35.30%

利润总额

161,712,120.93 120,003,206.02 3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066,050.78 102,983,562.21 37.95%

基本每股收益

0.91 0.67 35.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7% 12.81% 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586,565,537.83 1,342,949,000.67 1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028,809,688.55 910,870,269.77 12.95%

股本

155,341,500.00 155,341,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6.50 5.26 23.53%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因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比率，故增减变动幅度取本报告期数值减去上年同期数值的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整体经营稳健发展，2018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11,026.67万元， 同比增长34.34%； 营业利润16,

261.68万元，同比增长35.30%；利润总额16,171.21万元，同比增长34.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06.61万元，同比增长37.95%。 主要原因是：

1、公司加强以“客户为中心”导向，夯实并深化经销商渠道、大宗工程渠道建设和管理，加强销售网点

下沉，经销商门店数保持增长、加快电商渠道引流效率，实现全屋定制业务、大宗工程业务销售收入较大幅

度增长；

2、公司落实产品工艺改进升级，提升材料综合利用效率，同时天津生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生产产能

陆续增加，进一步降低制造成本，从而提升了部分产品毛利率；

3、公司进一步加强货币资金投资管理，获得投资收益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公司 2018年10月23日发布的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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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19� � �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19-011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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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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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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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376,777.81 739,499,510.70 25.81%

营业利润

66,579,411.37 27,124,837.85 145.46%

利润总额

66,693,059.63 27,126,217.85 1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42,974.33 22,813,626.39 101.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39 0.2013 10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0% 5.32% 4.7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41,193,987.42 528,161,028.33 7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76,666,111.83 434,634,810.73 9.67%

股 本

121,103,182.00 113,340,000.00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9360 3.8348 2.6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8年，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930,376,777.8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90,877,267.11元，同比增长25.81%，主

要系公司业务的整合与扩张，仪器销售业务、仪器租赁业务和保理业务规模增长所致；实现营业利润66,579,

411.37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9,454,573.52元，同比增长145.4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5.86%，增长39,566,841.78

元，达到66,693,059.6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042,974.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82%；基本每股

收益0.403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0.66%。

2018年公司经营业绩指标较去年同期增幅的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整体发展顺利，主营业

务保持稳定增长，保理业务大幅度增长，系统集成业务的毛利润逐步提高。 报告期内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了东方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65%股权。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均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主要系报告期

内商业保理业务快速增长、 公司发行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和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东方国际招标有限公

司65%股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对比说明

公司2018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9年1月25日披露的 《关于2018年的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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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300560� � �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19-016

中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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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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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56,336.88 390,125,790.82 40.28%

营业利润

78,917,134.76 45,611,164.30 73.02%

利润总额

78,020,077.94 45,466,164.30 7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383,319.73 39,031,979.95 4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37 -2.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3% 8.32% 2.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049,376,819.41 589,090,443.53 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534,082,706.23 483,447,492.83 10.47%

股本

157,770,000.00 105,18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39 4.60 -26.30%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良好，业绩显著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7,256,336.88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0.28%；实现营业利润78,917,134.7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3.02%；实现利润总额78,020,077.94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71.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383,319.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45%。 上述经营业

绩的变动主要系公司积极拓展通信技术服务市场，提升业务规模，以及公司收购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控股权，产生合并业绩所致。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049,376,819.41元，较期初增长78.14%,主要系公司收购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控股权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34,082,706.23元，较期初增长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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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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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300560� � �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2019-015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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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省财政厅、国家税

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1835000524

发证时间：2018年11月30日

有效期：三年

本次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所进行的重新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

关规定， 公司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后连续三年继续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

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再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会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92�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9-002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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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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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991,567.12 226,499,972.18 12.14%

营业利润

63,136,897.79 65,526,952.03 -3.65%

利润总额

62,139,984.35 67,939,790.18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502,854.38 64,961,227.63 -17.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21 0.1604 -17.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5.47% -1.0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578,038,929.23 1,572,987,336.65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

益

1,240,015,234.34 1,204,925,193.03 2.91%

股本

405,000,000.00 40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06 2.98 2.68%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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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3,991,567.12元，较去年同比增长12.1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扬

州及武汉子公司仓储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3,136,897.79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65%；利润总额62,139,984.35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8.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502,854.3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64%；利润下降

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3）2018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132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6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4.39%，较去

年同期下降1.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78,038,929.23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

240,015,234.3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0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8%。

总资产及股东权益增加来源于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积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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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

差异。

四、风险提示

根据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8年11月30日发布的《关于公示江苏省2018年

第三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公司的子公司扬州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扬州恒基达鑫” ）在此次公示名单内，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具体情况可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

网”网站（http://www.innocom.gov.cn/gxjsqyrdw/index.shtml）查询。 截止目前，扬州恒基达鑫尚未通过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最终结果以主管机关通知为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业绩快报中扬州恒基达鑫计算2018年度企业所得税时仍按25%的企业所得税率计缴，最终是否能取得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享受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各主管机关审批备案为准，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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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77� �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9一004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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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811,659.29 499,797,145.50 -5.20%

营业利润

2,791,575.48 10,659,735.40 -73.81%

利润总额

3,813,103.41 12,053,975.57 -68.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64,496.46 18,875,729.01 -58.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 0.07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61% -0.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330,878,274.55 1,301,305,229.42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79,437,377.10 1,178,968,373.05 0.04%

股 本（股）

282,880,000.00 283,077,400.00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4.17 4.16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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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81.17万元， 同比下降5.20%； 实现营业利润279.16万元， 同比下降

73.81%；实现利润总额381.31万元,同比下降68.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6.45万元，同比下降

58.3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33,087.83万元，同比上升2.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17,943.74万元，同比上升0.04%。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滑的原因：2018年，宏观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受消费不振、市场低迷影响，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未达预期；外设行业竞争激烈，公司根据自

身情况及因应市场变化，加大了中低端产品的销售占比，较大范围降低了产品平均单价，导致公司主营业

务毛利率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9年1月31日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为：660万元至1,22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86.45万元, 与上述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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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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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28日

融通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别参与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别与上海陆

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基金” ）、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亚正行” ）协商

一致，决定自2019年2月28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分别参与陆基金和诺亚正行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业务情况如下：

一、适用基金名称和代码：

1、陆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中国概念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

005243

融通红利机会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18(A

类）、

005619

（

C

类）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68

融通通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650

2、诺亚正行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668

二、费率优惠内容：

1、自本公告日起，投资者通过陆基金、诺亚正行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最低至1

折的优惠，基金具体折扣费率以陆基金、诺亚正行的活动公告为准。若申购费率是固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

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和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关于本次优惠活动的结束时间，经本公司分别与陆基金、诺亚正行协商一致后，将另行公告。相关业务

规则如有变动，请以陆基金、诺亚正行的最新规定为准。

3、上述基金的原相关费率参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4、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400-821-9031；

网址：www.lufunds.com。

2、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21-5399；

公司网站：www.noah-fund.com。

3、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网站：www.rtfund.com。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

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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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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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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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3,371,941.02 2,183,355,173.37 8.24%

营业利润

139,680,855.58 119,425,804.47 16.96%

利润总额

144,881,277.12 131,267,861.39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679,724.13 108,480,949.42 14.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7% 5.77% -0.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3,620,089,086.76 3,480,886,253.95 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07,982,882.82 2,251,178,261.24 6.97%

股本

549,034,794.00 549,034,79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39 4.10 7.07%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8年度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367.97万元（该数据已考虑了2018年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175.2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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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371,941.02元，同比上升8.24%；公司实现营业利润139,680,855.58

元，同比上升16.96%；实现利润总额144,881,277.12元，同比上升10.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679,724.13元，同比上升14.01%。 公司经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防护器材产品的订单量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620,089,086.76元，较上年末增长4.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

407,982,882.82元，较上年末增长6.97%，增加的主要原因为经营积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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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的预计为：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0.00%� 至 50.00%；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10,848� 至 16,272。

（内容详见登载于2018年10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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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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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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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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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材料

于2019年2月23日前以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11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11人。 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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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175.27万元。

公司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减值准备共计5175.27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

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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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登载于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相关独立董事意见登载

于2019年2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核销

应收账款坏账422.92万元，以上坏账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助于

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核销依据充分，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

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事项。

独立董事对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坏账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登载于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相关独立董事意见登载

于2019年2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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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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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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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核销坏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现将本次核销坏账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核销坏账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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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对公司及子公司截止

2018年12月31日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51笔金额共计422.92万元予以核销。

核销后，公司财务与业务部门将建立已核销应收款项备查账，继续全力追讨。

二、本次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按会计准则有关规定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及以前年度

的利润。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事项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真实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

政策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有助于

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核销依据充分，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

方，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事项。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本次资产核销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核销事项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审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

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监事会核查，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核销依据充

分，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坏账422.92万元，以上坏

账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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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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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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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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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2018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

清查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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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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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2018年度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5175.27万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

山西新华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襄阳五二五泵业

有限公司

江西泸庆硝化

棉有限公司

坏账损失

619.08 17.54 448.70 121.53 31.31

存货跌价损失

1,003.77 10.57 974.95 - 18.26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552.41 - 3,466.70 - 85.71

合计

5,175.27 28.11 4,890.35 121.53 1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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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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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说明

2018年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对以下单项资产（含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占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及对全部资

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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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会

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具体说明如下：

（一）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说明

1、应收款项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为 1-2年的，计提50%坏账准备；账龄为2年以上的，计提

100%坏账准备。

2、针对部分应收款项，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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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会计政策，2018年，公司共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619.08万元。

（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说明

除有明确证据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异常外，存货项目的可变现净值以资产负债表日市场价格为

基础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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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

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

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基于上述计提标准，2018年度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净额1003.77万元，其中，原材料跌价准备113.25万

元，产品跌价准备210.99万元，库存商品跌价准备679.53万元。

（三）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如存在

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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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部分生产线存在减值迹象， 根据技术及专业管理人员的分析结果， 共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552.41万元，其中，子公司“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计提3466.70万元，子公司 “江西泸庆硝化棉有限

公司”计提85.71万元。

（1）“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说明

2018年3月，环保部发布了《活性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同时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还需执行京津冀2+26城规定的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排放相关标准 （颗粒物不得超过30mg/m3,

二氧化硫不超过200mg/m3,氮氧化物不超过200mg/m3），随着这种环保要求及排放标准的提高和国家监管

力度的加大，活性炭作为工业废气处理和废水提标处理的重要环保材料，其需求量大幅增长，但活性炭生产

过程的高污染性又限制了活性炭产品的生产，中国活性炭行业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活性炭生产线需要进行改建，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以达到新环保标准

要求的条件，该生产线存在减值迹象，根据技术及专业管理人员的分析结果，公司对该部分固定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3466.70万元。

（2）“江西泸庆硝化棉有限公司”部分设备较为落后，存在减值迹象，根据技术及专业管理人员的分析

结果，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85.71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计提减值准备5175.27万元，共计减少2018年度利润总额5175.27万元，减少净利润4,385.45万元，

减少所有者权益4,385.45万元；公司本次计提的大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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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其

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减值准备共计5175.27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

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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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能够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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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监事会核查，公司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减值准备共计5175.27

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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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提资产减值准备

5175.27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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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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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9年2月23日前以邮件、传真、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2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监事人数：3人。 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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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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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监事会核查，公司2018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减值准备共计5175.27

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

资产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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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5175.27万元。

详细内容登载于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会议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应收账款坏账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核查，本次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核销依据充

分，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核销应收账款坏账422.92万元，以上坏

账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详细内容登载于2019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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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2019年 2 月 28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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