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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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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人

1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2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3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4

上海电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

6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7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开具保函及

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8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上海电气

（

集团

）

总公司下属公

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9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其他参股企业保函及电子银行

承兑汇票

2、2016年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为935,870万元，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1,812,287万元

3、本次担保额度中的反担保情况：无

4、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了保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2016年，公司及下属企业预计发生担保如下：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总金额为389,670万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2016

年担保额

（

人民币万元

）

1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140,000

2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

40,000

3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22,395

4

上海电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27,275

5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6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

40,000

合计

389,670

（二）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对

外担保额度预计为546,200万元：

1、2016年, 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及其所属公司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450,900万元;

2、2016年,�财务公司预计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87,

300万元；

3、2016年，财务公司预计为上海电气其他参股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

为8,000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其中财务公司为上海电气 （集

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87,300万元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迪南先生、王

强先生及郑建华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的相关

规定，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法人以及为关联人士提供担保必须经股东大会审批。本次需公

司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事项如下：

1、被担保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

（1）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140,000万元的担保。

（2）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提供40,000万元的担保。

（3）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提供22,395万元的

担保。

2、财务公司为关联人士提供担保

(1)财务公司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87,300万元的担

保。

上述担保需经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总金额为389,670万元的担保额度

（1）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140,000万元的担保。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经营范围是风力发电

设备及零部件的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风力发电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修理，电力工程、风

力发电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咨询等。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2015年1-12月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537,543万元，净利润

-23,121万元，2015年末资产总额792,539万元；负债总额678,6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15,

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78,682万元）；资产净额113,857万元；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85.63%。

2016年公司为其14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期限一年，主要用于其日常经营。

（2）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提供40,000万元的担保。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经营范围是设计、研发、生

产风机设备及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及其部件；自产产品及同类商品的销售和进出口，并提供

现场安装指导、调试、运行维护等配套服务；提供与风能有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

务 。

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2015年1-12月未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228,298万元， 净利润808万

元，2015年末资产总额252,295万元；负债总额267,5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万元，流

动负债总额267,507万元）；资产净额-15,287万元；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106%。

2016年上海电气为其流动资金借款40,000万元提供担保，期限一年，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经

营。

（3）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提供22,395万元的

担保。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5%。经营范围是设计

和生产用于核电站的泵（核安全等级I、II、III级泵）和阀门（核安全等级II、III级阀门）以及零

配件，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和技术咨询服务。 自产产品及同类产品的进出口、批发和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质检、安检

管理、相关行业资质要求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2015年1-12月未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36,168万元，

净利润-897万元（其中利润总额166万元），2015年末资产总额120,942万元；负债总额93,926

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6,66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5,841万元）；资产净额27,016万元；2015

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7.66%。

2016年公司为其借款按公司对其持股比例55%提供担保，金额为22,395万元，期限三年，主

要用于企业日常经营。

（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19,600万美元的担

保。

上海电气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2015年11月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100万美金。

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目前，该公司尚未正式营业。

2016年，公司为其银行借款最高额19,600万美元提供担保，期限为十一年，主要用于其对

外项目投资。

（5）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提供20,000万元

的担保。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重碾磨” ）为2015年10月注册成立

的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是电站设备、特装设备（除专控），矿山设备、冶金设备、机械设

备、工矿配件和电控设备的销售、设计、制造和安装，设备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普通货物运输（除危险化学品），成套工程的设计和制作，从事机械加工和电控技术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

2016年，公司为其2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期限一年，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6）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提供40,000万元的担保。

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重铸锻” ）为2015年10月注册成立的公司全

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铸锻件、钢锭、钢铁、机械设备的批发，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锻压、热处理、金属加工、销售自产产品、从事热加工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开发等 。

2016年上海电气为其4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期限一年，其中30,000万元主要用于流动

资金贷款，另外10,000万元为支付固定资产购置。

（二）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对外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对财务公司的综合持股比例为89%。作为经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

务公司为上海电气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贷款、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并依法接

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2016年，财务公司预计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总金额为546,200万元，分以下三个

方面：

1、2016年, 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450,900万元;

2、2016年,�财务公司预计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87,

300万元；

3、2016年，财务公司预计为上海电气其他参股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

为8,00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的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业务经营及补充流动

资金等，目的是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且被担保方大多为公司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可

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同意为其提供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中，财务公司预计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

汇票87,300万元为公司的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对财务公

司预计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兑汇票87,300万元情况进行了事

前审阅，未发现存在违反规定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交易乃于本公司日常及一

般业务过程中订立，相关交易的年度预计金额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符

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审议该项担保时关联董事黄迪南先生、王强先生及郑建华先生

均回避表决，公司其余董事均同意本项担保。 会议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股

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发表书面意见如下：本项关联交易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要求，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发展，未发现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将上述意

见同时作为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项担保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6年，预计新增公司对外担保额为935,870万元，新增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为

389,670万元，分别占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34%及11.38%;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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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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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市钦江路212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监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本次会议由

董鑑华监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其中：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授信87,300万元为公司向关联人士担保，关联监事

董鑑华先生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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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四届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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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在上海市钦江路212号

2楼会议室召开了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 王强副董

事长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授权委托黄迪南董事长出席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 公司监事

董鑑华、谢同伦、李斌、周昌生、郑伟健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由黄迪南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16年经营计划的议案

二、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及2016年投资预算情况的

议案

三、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科研预算执行情况及2016年科研预算情况的

议案

四、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6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其中：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给予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授信87,300万元为公司向关联人士担保，关联董事

黄迪南先生、王强先生及郑建华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包括：

1、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140,000万元的担保。

2、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提供40,000万元的担保。

3、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提供22,395万元的担

保。

4、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公司开具电子银行承

兑汇票87,300万元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五、关于设立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与公司所属上海电气中央研究院分布式能源研发创业团队组建的自然人合

伙企业共同设立上海电气分布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新设公司注册资本750万元，

其中公司以现金投资525万元， 占股70%； 创业团队组建的自然人合伙公司以现金投入225万

元，占股30%。

六、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依据香港联交所于2015年对部分证券上市规则条款进行的修订（经修订的条款将于2016

年度生效），同意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相应修

订。

七、关于收购Manz� AG公司股权的议案

批准出资收购Manz� AG公司股权，并同意授权黄瓯董事签署本项目相关的投资协议及相

关交易所需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727����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16-012

公司债代码：122223����公司债简称：12电气01

公司债代码：122224����公司债简称：12电气02

可转债代码：113008����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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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

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Manz� AG（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M5Z）

●投资方案：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电气” 或“公司” )通过下属子

公司出资收购Manz� AG的股份

一、对外投资内容介绍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公司与Manz� AG及其相关方签署了一项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该协议” ）。 根据该协议，公司将收购Manz� AG发行的股份。

Manz� AG将以现金为对价向其现有股东以约每1股配0.43股的比例增发新股 （以下简称

“增资” ）。 新股的增发价将不超过每股40欧元。

根据该协议，公司将指定一家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 ）认购未被Manz�

AG现有股东认购的增发股份。 Manz� AG的大股东Dieter� Manz先生及Dieter� Manz先生的配偶

Ulrike� Manz（分别持有Manz� AG� 35.2%及3.8%的股份）将放弃各自的认购权。 公司下属子公

司的上述认购行为须得到有权机构批准后才能实施。 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增资认购的最高投

资额预计为92,928,960欧元，对应为Manz� AG增资后其约29.9%的股本。

根据该协议， 公司有权利根据需要选择与Dieter� Manz先生签订投票权协议 （以下简称

“投票权协议” ）。 假设投票权协议签署后，公司下属子公司将有权享有Dieter� Manz先生所持

有Manz� AG股份在Manz� AG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同时公司需要进一步遵守德国证券市场相

关的法律规定和要求,�履行包括对Manz股东强制性要约义务在内的法定义务。

作为该协议的一部分，Dieter� Manz先生承诺，如果签署投票协议且强制性要约已实施，则

其承诺出售公司下属子公司所需的Manz� AG股份，使公司下属子公司持有Manz� AG� 30.1%的

股份。 如果强制性要约未能于增资后一年内提出，则Dieter� Manz先生承诺出售公司下属子公

司所需的Manz� AG股份，使公司下属子公司持有Manz� AG� 29.9%的股份。

（二） 公司已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上述对

外投资事项。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公司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投资标的是Manz� AG。 Manz� AG是一家根据德国法律注册成立的公司，总部位于

德国罗伊特林根城，成立于1987年，2006年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M5Z），截止2015年末，总股本为5,420,864股，其中：Dieter� Manz先生及其配偶Ulrike� Manz合

计持有Manz� AG� 39%的股份，剩余61%的股份由其他流通股东持有。

Manz� AG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设备制造商， 专精于提供先进的生产设备解决方案，

服务于电子、储能、太阳能设备制造和解决方案提供等。

2、Manz� AG主要财务资料

单位

；

千欧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253,582 309,032

总负债

113,569 160,849

净资产

140,013 148,183

2014

年度

（

经审计

）

2015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305,925 168,951

税前利润

-34,567 -32,134

净利润

-38,178 -33,757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战略意义

公司当前正致力于能源及智能制造业务的持续业务拓展。Manz� AG依托其三十余年的自

动化技术和经验积累，结合对新能源、储能、电子等行业的深入工艺理解以及与国际一流公司

及研究机构的长期战略合作，在相关领域内处于国际领先的水平。 通过对Manz� AG的股权收

购，不仅可以提升本公司在相关领域的自动化水平，而且可以利用其技术积累拓展在智能制

造其他领域的应用。 同时，利用双方在国际、中国市场的资源和优势互补，有望在以上领域形

成更多的协同优势。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44� �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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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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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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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067,987.45 2,866,067,735.38 10.85%

营业利润

605,311,150.99 649,302,422.53 -6.78%

利润总额

617,432,129.67 654,448,330.17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770,019.89 507,926,966.82 -4.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8 0.50 -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6% 13.71% -1.7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769,692,081.75 5,449,149,348.59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212,431,690.09 3,899,189,481.06 8.03%

股本

1,014,000,000.00 1,014,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15 3.85 7.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公司在全球宏观经济乏力的环境下,积极应对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领导层秉承

“精一至行，大道于心” 的管理理念，专注产品的研发创新，不断深化产品结构，经营稳定并保

持了销售增长趋势，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1.77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85%； 利润总额

6.1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8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95%；利润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同时公司加大对新产品研发的投入，管理费用较

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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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预计业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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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18� � � �证券简称：拓日新能 公告编号：2016-04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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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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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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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607,945.49 545,792,802.94 36.98%

营业利润

29,449,330.37 -28,701,122.41 202.61%

利润总额

44,484,036.96 -3,385,387.58 141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3,339,639.53 -5,377,433.64 719.9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4 -0.01 63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38% 2.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285,807,495.88 3,195,465,452.29 3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608,390,087.49 1,403,324,750.54 85.87%

股 本

618,171,052.00 489,750,000.00 2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22 2.87 47.04%

注：上述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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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607,945.49元，同比增长36.98%，实现营业利润29,449,

330.37元，同比增长202.61%，利润总额44,484,036.96元，同比增长1414.0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3,339,639.53元，同比增长719.99%，主要是由于国家对光伏行业政策支持力度

逐渐加大，国内光伏市场逐步好转，公司及时积极调整战略，加大国内市场销售力度，公司在

行业形势整体向上的环境下，销售收入增加，公司产品毛利率获得提高；另一方面，公司于

2015年4月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募集资金项目的光伏发电站完成并网，同时公司前期

并网电站实现的电费收入在2015年开始释放，为公司在报告期内产生较好的利润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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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五奎、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彭小梅和会计机构负责人谢文

军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市拓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09� � � �证券简称：雅克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9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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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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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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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734,423.61 1,323,065,050.30 -23.98%

营业利润

114,281,340.51 77,111,864.03 48.20%

利润总额

109,966,133.29 75,307,558.10 4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47,459.34 60,275,357.03 49.5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420 0.3624 49.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4.79% 2.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708,938,524.57 1,689,151,490.12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9,570,450.99 1,278,428,525.73 5.56%

股本

166,320,000.00 166,3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8.1143 7.6866 5.56%

注：1、本期每股净资产按照总股本16,632万股计算；

2、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3、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100,573.44万元，同比减少23.98%；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分

别为11,428.13万元和10,996.61万元，同比增长48.20%和46.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9,014.75万元，同比增长49.56%。

2、报告期内公司的总资产为170,893.85万元，同比增长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为8.1143元，同比增长5.56%。

3、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8.20%，主要是国际石油低位运行，原材料价格同比下降幅

度较大，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6.02%，主要是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8.20%。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9.56%，主要是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增长46.02%。

（4）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9.56%，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未变动，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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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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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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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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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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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203,281.29 1,683,490,787.58 -1.03%

营业利润

-68,185,856.15 192,666,290.06 -135.39%

利润总额

-68,881,411.73 207,422,354.59 -13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98,957.11 131,296,377.32 -144.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8 0.21 -1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6.11% -8.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8,723,547,006.78 8,561,668,868.33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31,025,035.27 2,851,855,526.38 -4.24%

股 本

774,144,175.00 774,144,17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53 3.68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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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620.3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3%，营业利润-6,818.59

万元、利润总额-6,888.1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89.90万元，较上年同期分

别减少135.39％、133.21％和144.86％。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

少的原因主要有：受项目开发进度及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本报告期新交付房源的毛利率有

所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872,354.70万元，较期初增加1.8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3,102.50万元，较期初减少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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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中预计的业

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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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02� � �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6-010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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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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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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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50,777.94 855,278,185.61 -5.19%

营业利润

-39,045,201.95 26,636,363.75 -246.59%

利润总额

-33,935,847.30 25,934,555.87 -23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9,187,251.05 18,393,285.86 -313.0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386 0.0650 -31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2.30%

下降

7.3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55,104,861.72 1,057,976,054.24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748,200,282.56 801,527,533.61 -6.65%

股 本

282,800,000.00 141,400,000.00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2.6457 5.6685 -53.33%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去年同期减少5.19%， 三项费用合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20.89%，营业利润同比下降246.59%，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0.85%，净利润同比下降313.05%。

首次出现年度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受消费环境和行业竞争的影响，公司业务调整和拓展未

达预期，报告期内冷冻产品的销量和售价均有所下降，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明显；同时，公司在鱼极产品和休闲食品的商超铺货和品牌推广上投入较大，致使市场费用、商

超费用等同比增加较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发布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300万元至-3,500万元， 本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修正公

告披露的数据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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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124� � �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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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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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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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803,290.78 2,603,349,676.94 -17.00%

营业利润

109,246,340.77 -54,172,484.80 301.66%

利润总额

126,790,774.95 43,260,931.22 19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1,440,904.88 32,466,874.38 243.2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18 0.160 22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7.37 6.14 11.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990,113,827.22 1,884,564,818.22 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89,837,209.11 554,425,780.45 96.57%

股本

289,399,941.00 208,310,000.00 3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3.7659 2.6615 41.49%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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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216,080.33万元，同比减少17%；营业利润为10,924.63

万元，同比增长301.66%；利润总额为12,679.08万元，同比增长193.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11,144.09万元，同比增长243.24%；基本每股收益为0.518元，同比增长223.75%；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7.37%，同比增长了11.23个百分点。

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市场

化销售业绩稳步提升，故疫苗板块利润水平高于预期。 公司养殖板块通过各种改善措施有效

降低了增重成本，加上猪价同比也有上涨，公司克服了广西汉世伟于2015年6月遭遇自然灾害

而造成的较大损失后，实现了较好的利润。公司战略聚焦，处置公司控股子公司甘肃天邦饲料

有限公司、合营子公司内蒙古草原天邦饲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影

响，公司盈利水平高于预期。

如上原因带动了公司利润水平的大幅提升。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8,983.72万元，比期初增加96.57%,主

要系公司本期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81,089,941股及资本公积增

加所致。其中股权激励新增股本300,000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本80,789,941股。本报告期

末资产负债率43.33%，比年初减少23.77个百分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6年1月11日披露的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对

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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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