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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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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

告》（公告编号：2019-02）， 预计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为

-5000万元至-4500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0.1480元/股至-0.1332元/股。

3、本次修正后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5000万元至-4500万元 亏损：-7092万元

亏损：-2152.78万元

上年同期增亏：132%�-�109% 上年同期增亏：-229.4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1480元/股至-0.1332元/股 亏损：-0.2099元/股 亏损：-0.0699元/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原因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泰衡纺织有限公司及吉林

天池钼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补充计提了约2200万元资产减值

损失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年度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092万元之间，仍为亏损，若经审计机构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结果一致， 公司将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第1款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

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8年度报告中

详细披露。公司2018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19年4月27日，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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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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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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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0,071.73 40,779,335.35 -54.22%

营业利润 -72,529,898.75 -21,028,661.91 -244.91%

利润总额 -74,179,440.09 -21,527,272.95 -24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917,623.07 -21,527,840.65 -229.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099 -0.0669 -21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7% -6.04% -8.6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75,615,643.47 1,912,487,102.25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96,713,358.69 768,637,507.57 -9.36%

股本 337,822,022.00 321,822,022.00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06 2.39 -13.81%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本公司本报告期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纺织业务生产经营环境未得到改善， 生产无法摆

脱亏损局面，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经营方式。同时，由于实际经营情况不及预期，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子公司未开展高硅硅锰等铁合金贸易业务所致。 亏损加大的原因主要是本报告期内

支付信托贷款利息、计提股权激励成本、计提资产减值损失以及合并范围变化新增控股子公司

计提无形资产摊销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与2018年1月25日披露在公司指定媒体上的《2018年

度业绩预告》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绍兴市柯桥区泰衡纺织有限公司

及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补充计提了约2200万元资

产减值损失所致。

本次业绩快报与公司于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情况说明

1、 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2018年度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400万元左右，仍为亏损，若经审计机构审计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与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结果一致， 公司将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第1款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

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处理。

2、本期业绩快报主要数据仍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2018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2019年4月27日，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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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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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600万元 亏损：-891.34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178元/股 亏损：-0.027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亏损额与上年度同期相比下降了32.68%，主要原因是2019年公司

控股子公司吉林天池钼业有限公司财务费用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财务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2019年4月27日

公布的2019年一季度报告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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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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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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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9,292,978.60 4,264,215,143.95 -6.92%

营业利润 714,518,129.56 655,742,885.69 8.96%

利润总额 710,925,918.45 666,701,694.22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035,819.69 541,755,811.97 29.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96 0.1702 2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1% 13.72% 1.69%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4,414,395,304.32 13,195,197,376.92 8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39,244,583.07 4,218,397,712.59 14.72%

股本 3,183,922,485.00 3,183,922,48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52 1.32 15.15%

备注：上述数据之间计算后如有尾数上的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6.92%，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8.96%，利润总

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29.03%，基本每股收

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9.02%， 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公司开发的宁海凤凰城二期和荣安香园二

期两个楼盘交付，特别是荣安香园二期的项目交付结转对报告期的利润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报告期，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85.02%，主要原因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各在售楼盘销售形

势较好，资金回流较大，以及报告期增加土地储备，导致公司货币资金和存货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之前，公司未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或盈利预测公

告等，也未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全年业绩进行预测，因此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尚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8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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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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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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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 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53,000万元–59,000万元 亏损：4,103.5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391.58%�-�1537.7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665元/股–0.1853元/股 亏损：0.0129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心尚园项目交付，结转收入、成本和税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指标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2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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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857,777.77 1,807,935,669.42 37.77

营业利润 190,732,695.64 308,608,721.93 -38.20

利润总额 189,655,116.44 321,144,034.83 -4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012,785.75 289,292,396.12 -6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2 0.35 -6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8.42% -6.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997,838,272.93 8,712,634,430.87 2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43,895,420.73 4,241,687,304.86 2.41

股 本 876,655,062.00 730,545,885.0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4.96 5.81 -14.63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9,085.78万元，同比增长37.77%；营业利润19,073.27万

元，同比减少38.20%；利润总额18,965.51万元，同比减少40.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0,301.28万元，同比减少64.39%；基本每股收益0.12元，同比减少65.7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2.40%，同比减少6.02%。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积极拓展业务，同时加强项目管理，

提高实施能力，保障项目进度，主营业务收入有较大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99,783.83万元，同比增长26.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434,389.54万元，同比增长2.41%；股本87,665.51万元，同比增长20.0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96元，同比减少14.63%。主要为本报告期公司派发股利导致股本增加，摊

薄了每股净资产。

3、变动情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增加37.77%、营业利润减少38.20%、利润总额减少40.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64.39%，一方面各主要业务板块营业总收入有显著提升，但受国内经济形势

影响，采购成本及人工成本逐年递增，主营业务毛利率下降。另一方面，本报告期公司为了顺

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战略，推进外部市场开拓、加大研发投入，针对内部管理的积累、改善

和提升，也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包括改善办公环境、持续引进中高端人才，组建销售业务团

队，提高薪酬竞争力等举措，各项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以上原因导致了2018年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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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8年年度业绩预告” 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予

以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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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贵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郭源

源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9-07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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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000.00万元–9,000.00万元

亏损： 8,023.55�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2.17%�-�37.68%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5元/股–0.09元/股 亏损：0.11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于 2019�年初完成对中科鼎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鼎实” ）的并

购，中科鼎实成为公司的重要子公司，构成新的土壤修复运营服务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公司报表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有所变化。

2、公司目前核心业务生态节水运营服务和园林环境科技服务，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

性，一季度在手工程多处于准备期，准备在二季度启动建设。

3、由于并购等事项，公司规模有所扩张，加之对营销体系的布局调整，导致各项费用较上

年同期有所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09� � �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19-038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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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16,837,661,603.30 16,732,793,028.80 19,414,957,765.20 -13.81%

营业利润 176,946,161.10 -183,442,753.21 426,361,050.21 -143.03%

利润总额 167,880,813.85 -190,512,855.50 405,141,046.32 -14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887,510.75 -283,160,245.74 305,537,416.58 -19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32 0.48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4% -3.22% 5.25% -8.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与本报告

期初的增减变动

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26,339,400,209.24 25,574,723,180.59 31,829,475,996.48 -1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46,919,507.53 8,616,421,981.76 8,987,701,479.27 -4.13%

股本 871,787,068.00 871,787,068.00 873,959,068.00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0.26 9.88 10.28 -3.89%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修正造成2018年度亏损主要因素为：公司2018年投资持有深圳市比克动力

电池有限公司8.29%股权，投资时其估值为102.5亿元。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

年4月8日出具的沪众评报字（2019）第0155号评估报告：经采用收益法评估，以2018年12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估值为71.864576亿元。由于上述评估报告于

2019年4月8日出具，本次业绩修正是由于投资估值经评估后下调，公司根据会计事务所要求，

遵从谨慎性原则重新评估计提资产减值2.55亿元，从而造成公司2018年业绩出现非经营性亏

损。

同时，由于受光伏行业新政及贫困县光伏扶贫项目不允许贷款等政策变化的影响，导致

公司商业电站及扶贫项目的应收款回收不能按期履行， 致使公司计提坏帐准备金大幅增加

造成当年财报亏损。

2019年，公司将继续立足于主营业务，重点发力军工电子、配套华为等5G用电缆、重点拓

展光伏海外业务，积极推动企业的业务延伸和产业升级，保持主营业务持续增长。

三、其他说明

1、目前，会计师事务所正在对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审计，本次业绩快报修正公

告数据是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的初步审计结果，尚未最终审计确认，以公司披露的2018年年

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快报的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公司将

对此次业绩修正的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在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业绩快报准确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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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国农科技 证券简称：000004� � � �公告编号：2019-015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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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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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66,868,804.70 138,605,841.98 164.68%

营业利润 -23,860,747.44 8,796,946.37 -371.24%

利润总额 -26,099,939.24 9,716,431.21 -36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70,783.78 8,566,720.65 -33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14 0.1020 -33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99% 6.85% -23.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51,177,470.17 268,844,295.64 3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9,235,775.72 129,389,206.96 -15.58%

股 本 83,976,684.00 83,976,68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3008 1.5408 -15.5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36687万元，比上年同期13861万元增长164.68%，主要原因是公

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因“两票制”医药政策，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371.24%与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368.62%，主要原因是公司

投资的广州火舞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因业绩下降， 公司对所涉及的存在减值迹象的股权

进行了减值测试，按照股权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导致公司亏

损较大。其他控股子公司与上年同期相比无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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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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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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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

已预约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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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人员）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04� � � �证券简称：国农科技 公告编号：2019-016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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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约1400万元 一 2100万元

盈利：206.0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79.45%�-�919.1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0.1667元 一 0.2501元

盈利：0.024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期业绩变动主要原因是出售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股权产生较大投资收益；

其他子公司因游戏行业调整，其经营业绩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公司已预约于2019年4月26日披露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98� � � �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2019-021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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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一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 报 告 期 上 年 同 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2,800万元一3,600万元

盈利：3,639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23.06%�一1.07%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0.034元一0.044元 盈利：0.04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受到国际油价上涨及国家对安全、环保检查日趋严格的影响，原料成本上

升。公司管理层通过强化销售策略、持续推进精益生产，在面对诸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保证了

公司生产平稳并持续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977� � �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2019-025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8,246万元–9,896万元

盈利：5,497.6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8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0640元/股-0.0768元/股 盈利：0.0426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深耕人工智能、升级合作伙伴生态、积极开拓企业市场、打造全球领先的

解决方案，各项业务持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大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9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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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300569� � � �证券简称：天能重工 公告编号：2019-030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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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等议案。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9年4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备查文件: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2日

证券代码：601800� � �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19-02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展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月12日，公司与马来西亚铁路衔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主方）就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

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东海岸铁路项目，或该项目）签署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

涉及于2018年7月6日发布的项目情况（公告编号：临2018-042），最新进展如下：

经中马两国政府以及公司与业主方的共同努力， 东海岸铁路项目得以向复工迈出重要一

步。经协商，该项目总合同额将调整为440亿马来西亚币，相应工作量和工程内容亦进行调整。

待项目生效条件确认后，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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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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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80%-110%

盈利： 781.90万元

盈利：1,407.42万元–1,641.99�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照“夯实主业，双轮驱动” 的发展战略有序开展各项工作，加大销

售的同时加强内部管理，提质增效率，特别是专用设备制造板块防爆电器销售业务持续快速

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电光防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