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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6-021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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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

在中国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17号大街6号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

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

名，其中董事汤浩瀚、张兰君、朱颉榕、张世忠、张洪智、郭孔辉、沈成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世权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的议案》。

批准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稿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修订〈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

票的管理制度〉》。

批准经修订的《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

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03� �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6-022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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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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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961,563.71 811,241,906.13 3.05%

营业利润 54,666,307.66 39,424,215.47 38.66%

利润总额 59,615,735.17 42,157,890.98 4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148,999.29 43,374,711.66 2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40,270,262.90 39,175,804.24 2.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83 0.1562 7.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5.75% -2.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94,527,870.91 2,101,067,888.20 -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42,191,279.93 1,420,628,066.14 1.52%

股本 315,857,855.00 315,857,855.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5660 4.4977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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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约83,596.16万元，较上年度增加3.05%；营业利润约5,466.63万

元，较上年度增加38.66%；利润总额约5,961.57万元，较上年度增加41.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5,314.90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2.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的

净利润约4,027.03万元，较上年度增加2.79%。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增加较多主要系财务费用减少以及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22.83%，较上年度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约189,

452.79万元，较上年度减少9.83%，主要系偿还了银行借款；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约144,219.13万元，较上年度增加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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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的业绩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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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85� � � � � �证券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2016-005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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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

2014年度

(追溯后)

2014年度

(追溯前)

增减变动幅度(追

溯后)（％）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前)（％）

营业总收入 8,481,099,518.74 8,182,410,942.66 5,535,128,065.59 3.65% 53.22%

营业利润 1,077,511,604.58 764,077,072.95 575,101,965.11 41.02% 87.36%

利润总额 1,141,873,170.85 800,935,168.79 613,581,866.52 42.57% 8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1,702,565.97 542,202,415.92 435,155,161.96 47.86% 8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3 0.63 0.51 47.62% 8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7% 20.83% 23.71% 3.14% 0.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追溯后)

本报告期初

(追溯前)

增减变动幅度(追

溯后）（％）

增减变动幅度(追溯

前）（％）

总资产 8,844,764,536.56 7,265,907,829.12 5,062,136,686.13 21.73% 7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121,684,323.16 2,937,538,044.76 1,957,326,502.96 40.31% 110.58%

股本 911,199,866.00 390,098,968.00 390,098,968.00 133.58% 13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8 3.42 2.28 40.35% 110.53%

注1： 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015年度完成了Wanfeng� MLTH� Holdings�

Co.,� Ltd100%（以下简称“镁瑞丁” ）股权的收购，因镁瑞丁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公司

在编制2015�年末的比较报表时，对前期比较报表进行了相应调整，以上表格系根据追溯前、追

溯后的2014�年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注2：2015年8月31日，公司实施了2015半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总股本390,098,968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2股股本），同时，2015年12月30日，公司向建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52,982,137股以募集配套资金， 因发行的52,982,137股对加权

平均股本不产生影响，为此，以调整后的股数858,217,729股为基础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及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面对错缩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公司通过全体干部员工的

共同努力，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201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8,481,099,518.74

元，较上年同期追溯前增长53.22%，实现营业利润1,077,511,604.58元，较上年同期追溯后与追

溯前分别增长41.02%与87.36%，利润总额为1,141,873,170.85元，较上年同期追溯后与追溯前分

别增长42.57%与86.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1,702,565.97元，较上年同期追

溯后与追溯前分别增长47.86%与84.23%，基本每股收益为0.93元，较上年同期追溯后与追溯前

分别增长47.62%与82.35%，主要原因为：

（1） 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购买镁瑞丁事项已于2015年12月30日全部完成，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对标的公司Wanfeng� MLTH� Holdings� Co.,� Ltd�

100%利润进行了合并；

（2）公司原有轮毂业务及达克罗业务

a.公司通过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客户满意度的提高，订单需求增长显著，对全年经营业绩产

生了积极影响；

b.公司通过内部管理提升与工艺技术的优化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8,844,764,536.56元，较上年同期追溯前增长74.72%，主要系报

告期内合并了镁瑞丁100%资产所致。

2.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追溯后、 追溯前分别增长

40.31%和110.58%， 主要系2015年度利润增长、2015年度未进行现金分红以及合并了镁瑞丁所

致。

3.报告期末总股本较去年增长133.58%， 主要系2015年8月底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及2015年12月30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份所

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去年同期追溯后和追溯前分别增长40.35%和

110.53%，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增长40.31%和11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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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1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公告后不存在公司股票及公司债券可能被实施或撤销特别处理、暂行上市、

恢复上市或终止上市的情况。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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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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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59� � �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6-012

债券代码：112250� � � �债券简称：15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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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497,461.04 941,476,399.14 51.52%

营业利润 133,500,360.12 83,808,101.35 59.29%

利润总额 135,514,952.47 100,708,497.31 3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454,749.75 65,021,489.48 2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42 0.1027 1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1% 5.71% -0.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040,532,673.71 3,874,874,155.74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75,578,732.81 1,590,606,686.88 5.34%

股 本 730,792,576.00 365,396,288.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29 4.35 -47.36%

注释内容：本期因以2014年12月31日(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365,396,

288.00股为基数，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已按相关规定对上年同期的每

股收益及期初的每股净资产均进行了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2,649.75万元，同比增长51.52%；营业利润13,350.0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9.29%；利润总额13,551.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345.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3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园区经营、旅游

交通、会议酒店等经营业务正常开展，因公司控股子公司江南园林有限公司全年纳入合并范

围使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有较大增加。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2015年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常开展，因合并江南园林全年营业收入及利润（2014年只合

并了江南园林12月收入、利润），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

公司2014年度的利润分配为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13日)总股

本365,396,28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股本较期初有较大增长，每

股净资产较期初有较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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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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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冲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晓翊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忆峥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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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59� � �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6-013

债券代码：112250� � � �债券简称：15云旅债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设立新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315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1日公开发行票面金额为100元，总

额为人民币4亿元的公司债券。 截至2015年6月4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

5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39500万元，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云南映象支行开设的专项帐户（账

号为531078021018170085651）。

截至2016年2月22日，专户余额为0元，公司已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的用途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从

账户管理角度考虑，注销了该账户，同时向交通银行云南映象支行申请新的专项账户，用于

2015年公司债券本息的偿付。

以上变更2015年公司债券专项账户的情况已于2016年2月25日进行了披露， 具体内容请

详见2016年2月25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变更2015年公司债券专项账户的公告》。

2016年2月26日，新专项账户的开立工作已办理完毕，在交通银行云南印象支行开立了新

的专项账户，账号为531899991010003036660，用于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本

息的偿付。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6-005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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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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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53,229,105.12 5,048,784,415.37 -9.82

营业利润 70,991,333.82 97,492,972.04 -27.18

利润总额 154,445,849.33 103,815,408.85 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756,951.46 68,886,234.39 5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7% 1.86% 增加1.01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5,237,527,129.51 4,725,867,749.82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69,584,564.02 3,566,160,175.39 2.90

股本 1,022,520,000.00 1,022,5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59 3.49 2.87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行业变革不断深化，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针，加

快转型升级和流程再造，一方面坚持品牌建设，做好产品品质的基础功课，另一方面，积极调

整发展策略，着力布局优质奶源、丰富销售渠道，多方位提升竞争能力，寻找新的业绩增长

点，虽经营业绩有所波动，但市场地位依旧保持。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55,322.9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9,555.53万元，计9.82%；利

润总额15,444.5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063.04万元，计48.77%，其中政府补助增加4,003.64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75.7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487.07万元，计50.62%；基

本每股收益为0.1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03元/股，计42.8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45%至6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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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报告期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15� � � �证券简称：登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4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3月1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登云股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4]36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23,000,000股；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95号文同意，公司股票于2014年2月1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69,000,000股，发行上市后的总股本为92,000,000股。

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已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92,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未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92,000,000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上市公告书中做出关于发行前股份自愿锁定、减持和持股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高科” ）承诺：本公司在登云股份股

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登云股份的股票。本公司在所持登云股份的股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所持登云股份股票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登云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

登云股份在此期间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本公司减持股票的价格下

限将根据除权除息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本公司在所持登云股份的股份锁定期满后三年内，每年

减持登云股份的股票不超过本公司上一期末所持登云股份股票总数的25%， 并在登云股份上

市后本公司持有登云股份股票比例在5%以上（含5%）时，在减持前提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本公司未能完全履行持股意向和股份锁定承诺的，本公司将继续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1、及

时披露未履行相关承诺的原因；2、及时作出新的承诺并提交登云股份股东大会表决，直至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为止；3、如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导致登云股份或其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予以赔偿；若本公司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取得不当收益的，则该等收益全部归登

云股份所有。

（二）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除做出与上市公告书中一致的承诺外，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国投高科在招股说明书

中作出的其他承诺包括：

1、关于社保和公积金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的全体股东就公司社会保险费用和住房公积金缴纳问题承诺如

下： 若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认定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前存在需要补缴员工社会保险费用、 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要求公司补缴相关社会保险费

用、住房公积金，并对公司处以罚款的，承诺人将按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的持股比例

负责承担该等费用及罚款，并保证今后不就此向公司进行追偿。

2、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国投高科于2011年2月出具《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承诺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起，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

其他权益）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与公司产品相同、 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

品的业务或活动， 并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制

定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经营发展规划。

（三） 根据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2009]94号）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股东国投高科转由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股份，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

期义务。 因此，公司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从国投高科转持的公司股份的75%

股份将按国投高科承诺继续锁定。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公司董事会将继续

监督上述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相关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3月1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687,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2名，均为法人股东。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质押冻结股份数量

（股）

备注

1

国投高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5,025,000 1,256,250 - 上市前持股5%以上股东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三户

1,725,000 431,250 - -

合计 6,750,000 1,687,500 - -

说明：

（1）国投高科承诺其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三年内，每年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其上一

期末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25%。 因此，国投高科所持公司股份的75%股份将按承诺继续锁定。

（2）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2009]

94号）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国有股股东国投高科转由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公司股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因此，公司股东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从国投高科转持的公司股份的75%股份将按

国投高科承诺继续锁定。

（3）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董事会将随时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

促提醒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作出的各项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公告履行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股东已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保荐

机构对登云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特此公告！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8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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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44,624.97 374,252,038.25 -7.51%

营业利润 45,232,381.02 32,639,633.63 38.58%

利润总额 56,484,509.31 38,046,395.15 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536,483.00 33,739,382.05 1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28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 6.76% -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84,987,927.77 792,135,086.51 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652,144,565.36 640,219,336.56 1.86%

股本 128,056,271.00 128,056,27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5.09 5.00 1.80%

注：表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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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 201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346,144,624.97�元，比 2014�年度下降7.51%� ，主要是

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公司 2015�年营业利润45,232,381.02元,比2014年度增长38.58%；利润总额56,484,509.31

元，比 2014�年度增长48.46%，主要是本期将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合并。

3、 公司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36,483.00元， 比 2014年度增长

11.25%，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增加及出口退税率提高引起净利润增加。

4、公司 2015�年年末总资产为 1,084,987,927.77元，较 2014�年年末增长36.97%；主要是本

期将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合并。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867.85�万元至 3,880.03�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753.6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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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2016-023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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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02,086,314.18 5,006,942,897.83 -12.08%

营业利润 -194,471,795.07 522,541,028.72 -137.22%

利润总额 -186,464,221.09 534,686,533.57 -1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189,063.04 428,134,264.02 -149.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93 -14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15.52% 下降20.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374,894,073.39 9,362,294,986.73 3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161,392,739.22 2,938,853,828.64 41.60%

股本 550,798,600.00 460,815,000.00 1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56 6.38 18.50%

注：本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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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国家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加大，公司商业地产业务板块：受新开工项目减少、

项目进度放缓，及行业竞争加剧影响，导致地产园林业务收入下滑、毛利下降；市政业务板

块：PPP项目在2015年底开始逐步落地，效益尚未在当年度体现；生态城镇业务板块：公司生

态城镇项目开始逐步投入和落地，效益尚未体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2015年度营业总

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出现下降。

2、2015年度公司利润出现亏损，主要是因为2015年11月，公司以5.7亿元港币再次收购贝

尔高林50%的股权及其商标，正式控股贝尔高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于分步

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 由于公司二

期收购贝尔高林的价格低于一期，导致账面价值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公司为此事项确认投资损失约2.65亿元。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1.60%，主要是因为2015年2月公

司完成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新增股份8,812.5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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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0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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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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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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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50,114.23 198,782.65 25.82%

营业利润 13,265.91 8,004.93 65.72%

利润总额 13,374.82 8,129.59 6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68.23 6,101.81 69.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20 69.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 7.51% 4.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1,699.98 99,771.87 14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4,866.29 81,002.36 91.19%

股本 38,317.37 31,020.00 2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04 2.61 54.78%

注：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50,114.23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25.82� %； 营业利润13,

265.91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5.72%；利润总额13,374.8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4.5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68.2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9.92� %，基本每股收益0.33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69.92%。 2015年度公司业绩提升的原因主要是：

（1）公司继续执行客户分类和精准化开发策略，聚焦核心区域、核心客户，大大提升了重

点客户的渗透率，在生猪存栏量下降，消费低迷，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下，保持销量稳步增长，

带来收入和利润同步增长。

（2）公司继续推进和完善成本控制策略，推行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聚焦销售漏斗管理，

完善健全了以销售预测、 销售计划达成、 应收账款和风险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市场营销管理体

系，对业务人员和产品实行优化和精简，在保证销量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成本费用，公司运营

效率和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

（3）公司始终围绕规模化猪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打造优质服务性企业，积极推进产业链

资源的高效整合，初步建立了以饲料为核心的产业链布局，整体竞争力不断提升。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241,699.98万元，较期初增长142.25%；负债总额76,593.24�万元，较

期初增长353.9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4,866.29万元，较期初增长91.1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04元，较期初增长54.78%。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规模扩

大，收购公司增加，导致总资产、总负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较大幅度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幅度为65%-9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68.2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9.92%，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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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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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