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443� � � �证券简称：金洲管道 公告编号：2014-071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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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18日开

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8月19日、2014年8月23日和2014年8月30日分别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

项继续停牌公告》和《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并涉及收购资产事项相关的尽职调查、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该事项的相关工作尚

未全部完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9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 公司将在未来五个交易日内，公告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股票代码：600282� � � �股票简称：*ST南钢 编号：临2014-029

债券代码：122067� � � �债券简称：南债暂停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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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2014年9月19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仍在进行中，本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 同时，公司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和经理层任期亦相应顺延。 延期后的换届选举工作预计将于2014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

在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4－030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份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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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8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减

（

%

）

上海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30,003 154,840 1,193,476 1,053,512 13.29% 130,018 133,081 1,203,524 1,022,008 17.76%

上海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144,415 123,333 1,115,792 1,004,840 11.04% 133,048 126,132 1,099,900 1,023,299 7.49%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9,518 19,664 129,991 150,822 -13.81% 9,001 16,246 121,350 136,063 -10.81%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127,445 109,465 1,168,103 1,019,397 14.59% 150,508 121,106 1,169,066 1,027,457 13.78%

上海汽车商用

车有限公司

1,903 877 11,457 6,213 84.40% 2,003 808 11,298 6,572 71.91%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236 205 2,733 2,425 12.70% 236 205 2,734 2,426 12.70%

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

1,011 1,789 19,216 18,044 6.50% 1,235 1,670 17,823 18,008 -1.03%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4,177 9,625 69,572 87,493 -20.48% 3,412 9,979 69,192 90,170 -23.26%

合计

418,708 419,798 3,710,340 3,342,746 11.00% 429,461 409,227 3,694,887 3,326,003 11.09%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的产量和销量中，不再包含跃进品牌

的低速载货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6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编号：临2014-028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情况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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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就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所涉及项目用地整改情况说明如

下：

一、所涉项目开发情况及整改安排

2013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2013年12月份公司向有

关部门提交了申报文件，国土资源部对本公司此次发行公司债用地合规性进行了审查，并指出公司湖湘文

化城A地块，武汉锦绣香江、南京湾香江全球家居CBD、来安锦绣香江一期项目需要整改。 就国土资源部对

本公司此次发行中涉及的用地核查所发现的问题，公司制定了如下整改方案和进度安排：

就湖湘文化城A地块，由于政府拆迁未完成导致土地无法实际交付；经同有关土地管理部门积极协商，

政府部门同意加大协调力度，加快拆迁进程，争取尽快交付土地使用。 同时，公司已制定加快投资和开发进

度计划，在土地管理部门交地后的半年内开工建设。

就武汉锦绣香江项目，对应宗地（编号为PG[2010]001）已于2011年3月动工，并于2012年12月20日完成

了武汉锦绣香江一期项目。 在此基础上，公司于2013年12月13日继续开工建设武汉锦绣香江二期项目，公

司将在2015年年底前使投资或工程进度比例达到50%，力争在2016年年底前具备验收条件。 该宗地2011年、

2012年和2013年至2014年均有开发建设，不存在闲置土地的情形。 政府部门也出具相关证明，武汉锦绣香

江项目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禁止或受到处罚的闲置土地的情形。

就南京湾香江全球家居CBD（一期E1区商贸城及E区品牌街）项目，公司已取得相应的《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已于2013年11月开工建设。同时，公司已

制定加快投资和开发进度的书面计划，南京湾香江全球家居CBD（一期E1区商贸城及E区品牌街）项目在

2015年年底前投资或工程进度比例达到50%，力争在2016年年底前具备验收条件。

就来安锦绣香江一期，根据《滁州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滁建备13年71号），"来安锦绣香

江一期"项目的实际竣工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该项目于2013年12月31日已完成竣工验收。该项目不存在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禁止或受到处罚的闲置土地情形。

同时，为保证上述工作如期完成，公司在总部层面建立了项目管理小组负责指导、监督整改工作的落

实，具体由有关各项目公司总经理负责并指定专人专岗落实各项工作和任务，项目公司定期向项目管理小

组汇报工作落实进度。 公司保证针对公司内部全体有关业务人员及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员、项目经办人员

展开对国家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充分学习、认识和教育，全力杜绝用地违法违规情形。

二、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有关承诺

为进一步保护香江控股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积极稳妥地推进本次发行相关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志强先生和翟美卿女士已制订如下风险防范措施并作出相应承诺：

（一） 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关于湖湘文化城A地块、 武汉锦绣香江、 南京湾香江全球家居

CBD、来安锦绣香江一期房地产开发项目及对应项目公司目前运营正常，未因用地问题而受到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限制、禁止香江控股或有关项目公司开发经营活动的情形。 香江控股已对有

关用地项目制定整改方案和进度安排，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全力督促、配合、协助香江控股贯彻落

实、确实履行该等方案和安排。

（二）若香江控股未完成承诺的整改方案和进度安排、或因上述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手续不完善、不

及时，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发生利益受损的其他情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全力、积极、妥善地协助

香江控股解决瑕疵问题、消除不利影响，并将承担相应的经济处罚、赔偿责任。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积极保障香江控股和中小投资者的权益，重视并帮助中小投资者

行使合法权利， 拟采取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敦促香江控股进一步增强包括本次发行在内的信息披露，持

续、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建设、销售（预售）、融资、抵

押情况等对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披露内容应做到简明易懂，充分揭示风险，方便中小投资者查阅。

综上，公司已就有关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问题制定了整改方案并落实，同时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就上述项目可能受到的行政处罚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制定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具体措

施，可有效防范有关用地问题对公司持续经营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六日

证券简称:兴业银行 证券代码:601166� � � �编号:临2014-3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宁分行获准开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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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青银监复﹝2014﹞125号《关于兴业银行西宁分行开业

的批复》，本公司西宁分行获准开业。 本公司西宁分行将按照要求办理有关开业手续。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81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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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9月3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

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由于情况紧急，会议于2014年9月4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6名，其中独立董事郭建林先生以通讯方式

参加表决，董事王永彬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张爱华先生行使表决权，董事殷建锋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孟令

章先生行使表决权，实际参加表决9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

女士、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做

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是对公司实

际经营状况的客观反映，可以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相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4年8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刊登在2014年9月6日的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

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9月6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银行增加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高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高新区支行续做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0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 由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叶琼先生和公司全资子

公司深圳市德威普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收取担保费用。

根据银行要求，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增加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京键桥通讯技术有

限公司为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1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未收取担保费用。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82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9月3日以电邮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因情况紧急，会议于2014年9月4日上午在深圳市深南大道高新技术工业村R3-A栋

6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表决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庄严正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

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符合要

求，调整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

差错更正的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316� � �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4-083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半年度报告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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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8日披露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近日，公司发现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存在会计差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对已

披露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4年半年报会计差错的原因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将全资子公司北京键沃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键沃” ）股权全部转

让出去，在编制会计报表计算股权转让投资收益时，误将投资成本作为股权转让价处理，造成公司合并会计

报表中计算北京键沃的投资收益时出现会计差错，从而使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经营业绩及财务指标出现

较大变化，需要对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进行更正。

二、会计差错更正内容及会计处理

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调减2014年半年度合并利润表的投资收益3,749,277.92元，调减所得

税费用562,391.69元，调减净利润3,186,886.23元。

同时，调减2014年6月30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其他流动资产3,749,277.92元，调减未分配利润3,186,886.23

元，调减应交税费562,391.69元。

三、会计差错更正对财务报表及定期报告的影响

1、定期报告中更正后的经营业绩与财务指标

报表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448,852.66 21.35% 15,261,966.43 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25.00%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25.00%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0.51% 1.83% 0.12%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894,240,772.39 -0.63% 1,890,491,494.47 -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8,287,436.11 2.28% 835,100,549.88 1.89%

2、更正后的财务报表项目

报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合并数 母公司数 合并数 母公司数

资产负债表项目

其他流动资产

55,218,617.46 55,218,617.46 51,469,339.54 51,469,339.54

流动资产合计

1,400,138,432.43 1,140,836,106.52 1,396,389,154.51 1,137,086,828.60

资产总计

1,894,240,772.39 1,711,090,296.12 1,890,491,494.47 1,707,341,018.20

应交税费

17,904,089.67 13,136,569.08 17,341,697.98 12,574,177.39

流动负债合计

846,387,755.45 696,143,811.54 845,825,363.76 695,581,419.85

负债合计

1,057,421,173.77 907,177,229.86 1,056,858,782.08 906,614,838.17

未分配利润

185,820,162.77 151,276,793.21 182,633,276.54 148,089,906.9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

838,287,436.11 803,913,066.26 835,100,549.88 800,726,180.03

股东权益合计

836,819,598.62 803,913,066.26 833,632,712.39 800,726,180.0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894,240,772.39 1,711,090,296.12 1,890,491,494.47 1,707,341,018.20

利润表项目

投资收益

20,558,674.26 9,752,414.86 16,809,396.34 6,003,136.94

二、营业利润

14,023,756.66 11,625,527.37 10,274,478.74 7,876,249.45

三、利润总额

18,047,725.19 15,568,128.38 14,298,447.27 11,818,850.46

减：所得税费用

1,748,480.85 1,769,972.08 1,186,089.16 1,207,580.39

四、净利润

16,299,244.34 13,798,156.30 13,112,358.11 10,611,270.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448,852.66 13,798,156.30 15,261,966.43 10,611,270.07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4 0.04 0.03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4 0.04 0.03

七、综合收益总额

16,299,244.34 13,798,156.30 13,112,358.11 10,611,270.0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18,448,852.66 13,798,156.30 15,261,966.43 10,611,270.07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185,820,162.77 151,276,793.21 182,633,276.54 148,089,906.98

所有者权益合计

836,819,598.62 803,913,066.26 833,632,712.39 800,726,180.03

现金流量表附表项目

净利润

16,299,244.34 13,798,156.30 13,112,358.11 10,611,270.07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

列）

-9,752,414.86 -9,752,414.86 -6,003,136.94 -6,003,136.9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

少以“

－

”号填列）

-66,242,771.37 -70,794,983.81 -66,805,163.06 -71,357,375.50

3、更正的合并财务报表附注项目

（1）七、10、其他流动资产

更正前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已入账但未认证金额

0.00 1,249,132.92

预付银行借款利息

923,481.46

股权转让投资收益重分类

54,295,136.00 52,026,482.05

预付房租

23,800.00

合计

55,218,617.46 53,299,414.97

更正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已入账但未认证金额

0.00 1,249,132.92

预付银行借款利息

923,481.46

股权转让投资收益重分类

50,545,858.08 52,026,482.05

预付房租

23,800.00

合计

51,469,339.54 53,299,414.97

（2）七、35、应交税费

更正前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12,001,917.33 2,429,608.93

营业税

6,097,034.62 6,686,807.39

企业所得税

-1,106,733.83 -1,303,318.76

个人所得税

91,634.27 92,584.5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5,905.87 602,519.22

房产税

48,126.84

教育费附加

293,416.33 385,113.16

地方教育费附加

16,474.55 84,743.67

堤围费

1,413.32 19,825.33

印花税

100,120.81 58,952.87

城镇土地使用税

外地其他税费

12,906.40 29,014.20

合计

17,904,089.67 9,133,977.36

更正后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值税

12,001,917.33 2,429,608.93

营业税

6,097,034.62 6,686,807.39

企业所得税

-1,669,125.52 -1,303,318.76

个人所得税

91,634.27 92,584.5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95,905.87 602,519.22

房产税

48,126.84

教育费附加

293,416.33 385,113.16

地方教育费附加

16,474.55 84,743.67

堤围费

1,413.32 19,825.33

印花税

100,120.81 58,952.87

城镇土地使用税

外地其他税费

12,906.40 29,014.20

合计

17,341,697.98 9,133,977.36

（3）七、53、未分配利润

更正前

项目 金额 提取或分配比例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167,371,310.11 --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8,448,852.66 --

期末未分配利润

185,820,162.77 --

更正后

项目 金额 提取或分配比例

调整后年初未分配利润

167,371,310.11 --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261,966.43 --

期末未分配利润

182,633,276.54 --

（4）七、61、投资收益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20,558,674.26 1,095,782.54

合计

20,558,674.26 1,095,782.54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16,809,396.34 1,095,782.54

合计

16,809,396.34 1,095,782.54

（5）七、65� 、所得税费用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

1,784,702.32 2,309,481.48

递延所得税调整

-36,221.47

合计

1,748,480.85 2,309,481.48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按税法及相关规定计算的当期所得税

1,222,310.63 2,309,481.48

递延所得税调整

-36,221.47

合计

1,186,089.16 2,309,481.48

（6）七、66、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过程

更正前

基本每股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448,852.66 15,203,077.53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4

更正后

基本每股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5,261,966.43 15,203,077.53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4

更正前

稀释每股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对其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18,448,852.66 15,203,077.53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0.04

更正后

稀释每股收益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并考虑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对其影响，按《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调整。

15,261,966.43 15,203,077.53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0.04

（7）七、69、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6,299,244.34 14,629,593.3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905,831.81 4,692,258.43

无形资产摊销

2,327,787.41 2,323,690.5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00,276.78 1,473,204.4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

”号填

列）

-1,384,813.80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23,437,667.29 14,932,386.27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9,752,414.86 -1,095,782.5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36,221.47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73,185,550.42 -25,152,360.0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95,852,475.37 -159,276,833.1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66,242,771.37 73,075,691.39

其他

-786,92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4,452.43 -75,782,965.17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 --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90,809,384.68 459,413,566.2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56,989,961.85 461,562,749.4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180,577.17 -2,149,183.20

更正后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3,112,358.11 14,629,593.3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905,831.81 4,692,258.43

无形资产摊销

2,327,787.41 2,323,690.56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00,276.78 1,473,204.4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

”号填

列）

-1,384,813.80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23,437,667.29 14,932,386.27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6,003,136.94 -1,095,782.54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36,221.47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73,185,550.42 -25,152,360.0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95,852,475.37 -159,276,833.1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66,805,163.06 73,075,691.39

其他

-786,927.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14,452.43 -75,782,965.17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 --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90,809,384.68 459,413,566.2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256,989,961.85 461,562,749.4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180,577.17 -2,149,183.20

（8）十六、补充资料

①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更正前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558,674.26

处置控股子公司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2,608.70

收到的政府性项目资金确

认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095,830.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44,624.8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35,992,466.90 --

更正后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809,396.34

处置控股子公司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

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82,608.70

收到的政府性项目资金确

认的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095,830.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82,233.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32,805,580.67 --

③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更正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22% 0.05 0.0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1.92% -0.04 -0.04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83% 0.04 0.0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2.10% -0.04 -0.04

4、更正的母公司财务报表附注项目

（1）十五、5、投资收益

更正前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9,752,414.86 376,561.46

合计

9,752,414.86 376,561.46

更正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6,003,136.94 376,561.46

合计

6,003,136.94 376,561.46

（2）十五、6、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更正前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3,798,156.30 17,745,525.9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173,408.56 4,063,157.94

无形资产摊销

2,242,290.74 2,241,815.0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00,276.78 21,054.8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2,167,422.50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22,984,287.20 14,343,043.47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9,752,414.86 -376,561.46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76,507,216.50 -17,432,290.7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87,318,987.18 -137,285,337.9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70,794,983.81 37,898,23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60,749.77 -80,948,778.04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 --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46,372,340.78 447,173,565.6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90,456,422.11 422,101,709.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084,081.33 25,071,855.80

更正后

补充资料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

净利润

10,611,270.07 17,745,525.93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4,173,408.56 4,063,157.94

无形资产摊销

2,242,290.74 2,241,815.04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500,276.78 21,054.8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2,167,422.50

财务费用（收益以“

－

”号填列）

22,984,287.20 14,343,043.47

投资损失（收益以“

－

”号填列）

-6,003,136.94 -376,561.46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76,507,216.50 -17,432,290.7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

－

”号填列）

-87,318,987.18 -137,285,337.9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

－

”号填列）

-71,357,375.50 37,898,23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660,749.77 -80,948,778.04

2．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 --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 --

现金的期末余额

146,372,340.78 447,173,565.66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90,456,422.11 422,101,709.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4,084,081.33 25,071,855.80

5、对2014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修正

公司在原2014年半年度报告中对2014年1-9月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比上年同期增长

-20%至10%，预计在2,200.52万元至3,025.71万元之间。 本次更正之后对2014年1-9月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预计修正为增长-50%至-20%，预计在1,375.32万元至2,200.52万元之间。

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1、董事会意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是对公司实际经营

状况的客观反映，可以使公司的会计核算更符合相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2、监事会意见：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程序符合要求，调整

后的财务数据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的意见。

3、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对2014年半年度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董事会

关于该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对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符合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

更正的处理。希望公司进一步加强日常财务核算及管理，杜绝上述事件的再次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

五、其他

本次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刊登在2014年9月6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更正后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9月6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本公司将吸取本次事件的

教训，加强财务核算及管理，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211� � �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2014-065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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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宏达新材") 收到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转递的

《民事上诉状》，现将有关结果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优利德（江苏）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利德"）与被告宏达新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3

年7月1日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1）立即偿还原告货款人民币397541.72元，赔

偿利息16000�元。（2）支付原告违约金 3000�万元。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案由原因：原告与我公司子公

司江苏利洪硅材料有限公司（原长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利洪公司"）相邻而建，以生产氢氧化钾为主，副产品

浓盐酸。利洪公司生产硅氧烷所需浓盐酸一直由原告用管道输送。现因利洪公司停产而停止使用该公司浓盐

酸产品。 （公司已经在2013年半年度报告和2013年年度报告中披露并在《巨潮资讯网》刊登）。

二、案件进展情况

1、一审审理结果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本案后作出 (2013)镇商初字第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公司付

优利德逾期货款286095元（该货款已支付）的利息；2、驳回原告优利德（江苏）化工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2014年8月9号发布的《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4-058，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2、二审进展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镇江中级人民法院转递的《民事上诉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优利德就上

述一审判决提起的上诉。

目前，本案二审尚未开庭审理，暂无审理结果。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载止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刚进入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程序，目前尚不能确定二审审理结果，无法准确判断本次诉讼事项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最终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次调解协议内容的执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上诉状》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499� � � �证券简称：科林环保 公告编号：2013-033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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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5日，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宋七棣先生关于其

减持本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宋七棣先生于2014年9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本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宋七棣 大宗交易

2014

年

9

月

3

日

22.89 200 1.48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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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七棣

合计持有股份

32,816,100 24.31 30,816,100 22.8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04,026 6.08 6,204,026 4.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4,612,074 18.23 24,612,074 18.2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均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进行减持。

3、宋七棣先生承诺自2014年9月5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5%。

3、本次权益变动后，宋七棣先生持有公司22.83� %的股份，仍然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宋七棣先生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科林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616� � � �证券简称：亿城投资 公告编号：2014-057

亿城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更名

及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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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城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通知，经海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其名称已由“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为“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其经营

范围的表述也做了相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名称 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中介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

开发，航空器材的销售及租赁业务，建筑材料、酒店

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资。 （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

许可证经营）

企业资产重组、购并及项目策划，财务顾问中介服

务，信息咨询服务，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的投资

开发，航空器材的销售及租赁业务，建筑材料、酒店

管理，游艇码头设施投资。

公司控股股东更名及相关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对本公司经营活动不产生任何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也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亿城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九月六日

2014年 9 月 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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