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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并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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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11日与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 《中国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协议书》，

公司以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产品代码为EB4328、 产品名称为定活宝

（机构）的理财产品。该产品起息日为2015年2月11日，产品可赎回日为自投资者

购买起365天内任意交易所工作日均可赎回，若365天到期未赎回，则产品自动到

期，本金和收益将一次性返还至投资者账户。投资收益率为持有期限在1-7天的

收益率为2.80%；持有期限在7-14天（含7天）的收益率为3.00%；持有期限在14-30

天（含14天）的收益率为3.20%；持有期限在30-60天（含30天）的收益率为4.60%；

持有期限在60-90天（含60天）的收益率为4.80%；持有期限在90-365天（含90天

及365天）的收益率为4.90%。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诺力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

公司已于2016年2月15日到期赎回该理财产品，实际年化收益率4.90%，投资

理财存续天数369天，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990,739.73元。

二、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

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对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

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浙江诺力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2015-080号）。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中国光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协议书》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中国光

大银行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定活宝（机构）

2、产品代码：EB4328

3、币种：人民币

4、认购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起息日：2016年2月26日

6、 产品可赎回日： 自投资者购买起365天内任意交易所工作日均可赎回，若

365天到期未赎回，则产品自动到期，本金和收益将一次性返还至投资者账户。

7、投资标的：本产品投资范围为境内外市场具有良好收益性与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包括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产品、新股申购类信托计划、准债券类

产品、利率衍生品和信用衍生品等。其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债券类产品投

资占比不低于30%，新股申购类信托计划和准债券类产品投资占比不高于70%，投

资境外市场债券类产品不超过10%，投资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不得超过产品资产

净值的50%，进行正回购交易的未到期余额不得超过组合资产净值的40%。

8、投资收益率：持有期限在1-7天的收益率为2.60%；持有期限在7-14天（含7

天）的收益率为2.90%；持有期限在14-30天（含14天）的收益率为3.20%；持有期

限在30-60天（含30天）的收益率为3.40%；持有期限在60-90天（含60天）的收益

率为3.50%；持有期限在90-365天（含90天及365天）的收益率为3.70%。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的

银行理财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银行

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

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并

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3.5亿元，其中3笔

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累计取得理财收益1,477,534.25元。

序

号

产品名称 收益起计日

认购金额

（人民币）

测算年化利率 到期日

是否

到期

1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

年

3

月

18

日

5000

万元

4.20%/

年

2015

年

5

月

20

日 是

2

中信理财之信赢

系列（对公）

15073

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

2015

年

5

月

22

日

(

如银

行调整募集期，则收

益起计日相应调整至

募集期结束日下一工

作日

)

5000

万元

4.00%/

年

2015

年

8

月

21

日（受收益起

计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

束，遇中国法定假日顺延

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算收益）

是

3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

年

6

月

5

日

5000

万元

3.60%/

年

2015

年

10

月

8

日 是

4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

年

10

月

9

日

5000

万元

3.50%/

年

2016

年

2

月

29

日 否

5

中信理财之智赢

系列（对公）

15260

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

品

2015

年

9

月

8

日

5000

万元

（

1

）如果在联系标的

观察日伦敦时间上

午

11

点，挂钩标的

“美元

3

个月

LIBOR

利率”小于或等于

10%

，产品年化收益

率为

3.25%

；（

2

）如果

在联系标的观察日

伦敦时间上午

11

点，

挂钩标的“美元

3

个

月

LIBOR

利率”大于

10%

，产品年化收益

率为

4.25%

。

2016

年

3

月

7

日（受收益起

计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

束，遇中国、美国法定节假

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计算收益）

否

6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

年

12

月

2

日

3000

万元

3.10%/

年

2016

年

6

月

1

日 否

7

广发证券收益凭

证—“收益宝”

1

号

2015

年

12

月

25

日

5000

万元

4.0%/

年

2016

年

6

月

23

日 否

8

光大银行定活宝

（机构）

2016

年

2

月

26

日

2000

万元

1-7

天，

2.60%/

年；

7-14

天（含

7

天），

2.90%/

年；

14-30

天

（含

14

天），

3.20%/

年；

30-60

天（含

30

天），

3.40%/

年；

60-

90

天（含

60

天），

3.50%/

年；

90-365

天（含

90

天及

365

天），

3.70%/

年

365

天内可任意赎回；

365

天到期未赎回，自动到期 否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010� �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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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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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5,339,002,330.02 5,961,719,961.95 -10.45

营业利润

405,824,167.76 346,373,736.15 17.16

利润总额

803,437,944.72 417,013,869.75 92.66

净利润

539,064,250.46 245,155,062.01 11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9 1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6.60 10.09

增加了

6.51

个百分点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14,488,953,465.12 5,991,663,736.40 141.82

股东权益

10,861,331,984.29 2,468,461,835.76 340.00

股本（股）

3,257,814,678 487,980,000 567.61

每股净资产（元）

3.33 5.06 -34.19

注：①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③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按《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编制及披露。

④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核准。报告期内，已完成股权变更事宜，根据相关

会计准则，对2014年数据进行纳入合并口径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803,437,944.7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66%，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539,064,250.4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89%，主要原因是公司纺织

印染、化纤油剂业务等相关专用化学品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出售泰兴市锦鸡染料

有限公司、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另外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的资产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同期相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488,953,465.12元，比上年末增长141.82%，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10,861,331,984.29元， 比上年末增长340.00%� ， 每股净资产3.33

元，比上年末减少34.19%� ，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收购大股东资产并

配套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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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业绩预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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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4� � �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16-02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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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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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1,029,307.91 1,430,687,178.54 46.85%

营业利润

356,194,458.84 174,226,553.41 104.44%

利润总额

357,422,451.95 178,206,337.75 10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0,373,206.38 140,110,161.65 85.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5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2% 13.09% -2.7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492,432,906.94 2,128,953,021.94 11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056,491,550.55 1,422,112,738.43 114.93%

股 本

1,210,741,353.00 732,748,260.00 6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52 1.94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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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0,102.9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6.85%；

实现营业利润35,619.4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4.44%；实现利润总额35,742.25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037.3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85.8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实现了营业收

入增长46.85%，营业利润增幅104.44%。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49,243.2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111.0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305,649.16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114.93%；股本121,074.14

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65.23%,主要是报告期内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

集资金，资本公积及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中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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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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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76� � �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6-008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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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644,122.13 793,299,115.59 13.53%

营业利润

15,752,748.42 45,635,775.59 -65.48%

利润总额

28,317,738.92 53,218,112.51 -4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345,263.68 38,739,880.12 11.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2.92% -0.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6,836,923,986.67 2,292,295,867.77 19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447,348,412.56 1,913,656,450.52 27.89%

股 本

1,236,679,509.00 523,157,908.00 13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09 1.66 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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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0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53%；营业利

润1,575.27万元,，同比下降65.48％；利润总额2,831.77万元，同比下降46.7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34.53万元，同比增长11.89%。

受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影响，报告期内，公司起重冶金电机等传统电机及矿

产采选销量出现下滑；新能源汽车电机、碳酸锂等新能源产业产销两旺；由于传

统产业占比较大，致使公司整体利润出现下滑；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新能源汽车

及电机产业智能节能化发展，加大并购转型力度，收购了伺服电机龙头企业杭州

米格电机有限公司及新能源商务车生产商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增厚了

公司报告期的营业收入和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滑65.48%、46.7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

司传统电机产业及矿产采选业需求下滑、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致。

2、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198.26%，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购杭州米格电机有

限公司和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并增发股票所致。

3、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36.3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收购米格电

机有限公司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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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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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2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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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874,424.90 528,208,460.15 -10.85%

营业利润

-62,395,719.62 -129,106,553.84 51.67%

利润总额

36,217,922.52 -127,339,899.24 12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699,493.49 -129,448,884.78 124.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 -0.89 124.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15.63% 19.7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43,976,011.69 904,850,197.04 17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95,208,830.51 755,619,640.53 44.94%

股本

145,589,953 145,589,953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7.52 5.19 44.89%

（注：上表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变动幅度按差额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将原有主营业务全部剥离，收购了香港摩

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摩伽）100%股权。通过对香港摩伽的收购，公司

由原来的传统制造业转型为游戏电子商务平台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087.4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85%；实现

营业利润-6,239.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6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169.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4.49%。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自

2015年11月开始并表香港摩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收到财政奖励以及公司重大

资产出售产生收益。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44,397.60万元，较年初增长170.1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9,520.88万元，较年初增长44.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5

年度净利润为0-5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

存在的差异主要原因为：

公司2015年收购完成后，香港摩伽成为公司全资控股公司，该公司是专门为

正版授权/注册码及游戏虚拟物品提供相关交易服务的互联网B2C电子商务中

介平台。截至前次业绩预测时，因为与国际供应商就交易服务条款仍处于谈判过

程中，香港摩伽的一部分收入和利润尚不具备在2015年12月31日前确认的条件，

基于谨慎性原则，未将此部分收入和利润计入当期损益，在前次业绩预测中未包

含此部分收入和利润，该部分收入和利润在2016年1月31日前亦不能满足确认条

件。经过持续、努力工作，目前已与国际供应商达成一致，根据会计准则此部分收

入和利润已经能满足确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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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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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5� � �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16-013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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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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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328,278.80 630,910,395.85 1.97

营业利润

29,729,470.07 26,850,023.94 10.72

利润总额

29,926,413.98 27,278,727.65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932,699.60 20,297,830.35 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4 0.1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3.98% -0.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093,314,997.43 934,705,133.70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628,348,108.71 520,437,604.80 20.73

股 本

200,000,000.00 15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14 3.47 -9.51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5,000万股股票于2015年12月23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增加至20,000万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332.83万元，同比上升1.97%；实现营业

利润2,972.95万元，同比上升10.72%；实现利润总额2,992.64万元，同比上升9.71%；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093.27万元，同比上升3.13%。受国际宏观

经济环境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景观石材出口业务下滑，但公司积极拓展国内建

材及施工业务，实现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受美元升值影响汇兑收益增加以及

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控，报告期公司净利润较同期小幅增长。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比期初增长16.97%，主要系货币资金及应收款项增

加所致；公司股本比期初增长33.33%，主要系公司本年度公开发行股票相应增加

股本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期初增长20.73%，主要系公司本

年度公开发行股票相应增加股本和资本公积及本年净利润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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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发布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 2015� 年业

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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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715� � �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5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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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85,028.17 296,066,770.10 -18.94

营业利润

-33,120,993.88 18,087,750.93 -283.11

利润总额

-30,659,712.11 22,198,875.84 -2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113,676.43 18,624,487.31 -267.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 0.21 -26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8% 4.05% -10.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14,083,704.72 705,300,885.46 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64,567,022.57 500,493,621.60 -7.18

股本

92,000,000.00 9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05 5.44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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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985,028.17� 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18.94%，实现营业利润-33,120,993.88�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3.11%，利润总额为

-30,659,712.11�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38.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1,113,676.4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7.06%，基本每股收益-0.34元/股，较上

年同期下降261.90%。本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714,083,704.72�元，

较年初增长1.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64,576,022.57� 元，较年

初下降7.18%。主要原因如下：

1．上半年国内商用柴油机市场出现下滑趋势，内销配套柴油机气门的订单

减幅较大，而公司与国际知名机械制造商卡特彼勒的合作进度较预期为慢，在

2015年未产生有效的批量订单。

2．由于巴西国内货币大幅贬值，导致公司在2015年对出口维修客户巴西马

勒的销售额下滑超过60%，虽然加大了对北美维修市场的供货力度，但维修气门

的整体销售额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

3． 公司过往的销售结构主要由国内配套产品和出口维修产品两个市场版

块组成。在近几年，公司为了拓展国际配套客户，对原有的生产线进行了自动化、

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并在工艺流程、管理模式上进行了相应的优化，改造后的生

产线提高了大批量配套产品的生产效率，但对小批量、多品种的维修产品的适应

能力有所下降，因此在今年产品订单结构出现变化时，生产未能提供有效保障。

4．由于上述市场和生产方面的原因，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滑了18.94%。

5．由于产销规模出现下滑，募投项目已建成部分在转固后的折旧无法得到

有效消化，而新、旧厂区同时运作，导致水电等固定开支得不到有效控制、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人工成本不断上涨。

6．由于产销规模减少、毛利率下降，期间费用上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

当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13,676.43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67.06%，基本每股收益-0.34元/股，较上年同期下降261.9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披露的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以下简称

“《修正公告》” ） 中预计2015年1-12月净利润变动区间为-3500万元至-3000

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13,676.43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267.06%，在《修正公告》预计范围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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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