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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2016-051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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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2,081,212,008.03 1,805,964,289.20 15.24%

营业利润

696,862,335.79 590,360,766.71 18.04%

利润总额

693,276,220.49 585,114,655.48 1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69,946,447.70 484,012,674.96 17.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292 0.5343 17.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0% 16.80% 17.8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注

2

）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9,017,947,063.75 3,163,472,520.80 18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5,180,633,113.50 1,362,231,663.97 280.30%

股 本

1,254,106,451.00 905,806,451.00 3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13 1.50 175.33%

注1：鉴于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发布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期合并报表属于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按照“反向购买” 的处理原则进行编制。因此上年同期利润表数据为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入资产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1-12月合并利润表数

据。

注2：同“注1” 所述原因，本报告期初资产负债表数据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入

资产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81,212,008.0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24%，主要原因是：本

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本年度经过GMP改造并于第三季度通过认证

后，主要产品产能提高，市场销售量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696,862,335.7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04%%，主要原因是：陕

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收入比上期同期增加15.24%所致。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8.49%、17.75%。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完成对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分别比期初增长185.06%、

280.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期初增加2.63元，增长175.33%。主要原因是：除

正常经营外，陕西必康制药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本期增资及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并通过本公司发

行权益性证券实现与本公司合并，导致期末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每股

净资产较大幅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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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是“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5.37%～26.03%，变动区间为：

盈利51,000万元～61,000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9,946,447.7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7.75%，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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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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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6-015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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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9,919,721,765.45 8,712,813,026.98 13.85%

营业利润 （元）

608,944,908.68 835,415,637.00 -27.11%

利润总额

668,297,902.67 859,882,694.70 -2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9,361,743.97 524,171,346.49 -58.1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1 0.99 -58.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75% 13.62% -8.87%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10,443,321,383.62 8,593,512,743.54 2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4,703,950,367.87 4,294,955,579.64 9.52%

股本（股）

530,047,150.00 530,047,15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8.87 8.10 9.5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91,972.1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5%；实现营业利润60,

894.4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11%；实现利润总额66,829.79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22.2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936.1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8.15%。

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5年1-9月，国内乘用车销售同比下降，尤其是第3季度，公司主要客户———上海大

众、一汽大众，销量都呈大幅下滑态势，10月1日起国家推出对小排量车购置税减半征收的优

惠政策，使得4季度国内乘用车的销量回升明显，受此影响，公司产品销量也呈现“V” 走势，

再加上近几年公司坚持“精益化生产” ，新客户的拓展等工作，使得2015年公司国内业务的业

绩同比略有增长。

2.�德国华翔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严重亏损，公司相应采取了“解聘原管理团队” 等

一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其他新产品的陆续投产，使得德国华翔的亏损

状况进一步扩大，2015年德国华翔经营亏损近4亿元人民币， 对公司整体业绩造成严重影响。

2016年，公司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重组德国业务，力争早日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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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披露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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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048� � � �证券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16-016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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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7日，本公司接到股东———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华翔集团” )的通

知，获悉华翔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逐

笔列示）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华翔集

团 否

1500

万

股

2016

年

2

月

26

日

注

中国银

行象山

支行

41.92%

申请贷款提

供担保

注： 质押期限从2016年2月26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办理

解除质押日止。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华翔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35,784,8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5%，累计质押

担保的股份1,500万股，占宁波华翔总股本的2.83%。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冻结信息》。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09� � � �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2016-015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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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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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营业收入

687,832,475.45 693,730,010.07 -0.85%

营业利润

120,090,152.43 138,262,830.15 -13.14%

利润总额

122,560,655.59 140,132,907.11 -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48,155.97 120,245,984.09 -12.89%

基本每股收益

0.23 0.28 -1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1% 10.02%

减少

3.21

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061,566,434.44 1,819,779,142.93 1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98,314,927.53 1,499,557,670.54 173.30%

股 本

708,094,516.00 456,441,189.00 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79 3.29 7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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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业绩说明

2015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783.25

万元，同比增长

-0.85%

；营业利润

12,009.02

万元，同比增长

-

13.14%

；利润总额

12,256.07

万元，同比增长

-1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74.82

万元，同比

增长

-12.89%

。说明如下：

（

1

）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低迷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主营收入同比去年略有下降；

（

2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园

林”）及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生物”）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

组”）。本次重组于

2015

年

12

月实施完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公司合并中茂园

林及中茂生物的合并日定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因此，公司未能在

2015

年度合并中茂园林及中茂生物的利

润表。而本次重组产生的中介机构费用

2,504

万元属于企业合并费用，应计入公司当期损益，致使公司

2015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大幅下降。因此，公司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均呈负增长。

2

、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506,156.64

万元，同比增长

17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9,

831.49

万元，同比增长

173.30%

；公司股本

70,809.45

万元，同比增长

5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5.79

元，同比增长

75.99%

。公司总资产及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主要原因：

（

1

）报告期内产品销售与工程业务所产生的盈余

1.05

亿元；

（

2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本次重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4.69

亿元，募集配套资金

0.50

亿元，新增股份

2.52

亿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

2015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描述为：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介于

-20%

至

10%

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所披露的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12.89%

，与业绩预告修正预计无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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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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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4� � � �证券简称：滨江集团 公告编号：2016－015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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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3,423,001.74 11,758,569,573.81 6.59

营业利润

2,056,886,354.21 1,162,056,641.76 77.00

利润总额

2,062,187,462.07 1,161,279,014.43 7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26,208,245.87 829,044,722.00 23.7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8 0.31 22.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 10.91% 1.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2,287,296,169.35 38,245,772,847.60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8,788,136,189.65 7,960,758,788.60 10.39

股 本

2,704,000,000.00 1,352,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25 5.89 -44.82

注：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为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按照最新股份数重新计算了

去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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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武林壹号5#、6#、7#、金色黎明二期、湘湖壹号二期、绍兴金色蓝庭、上

虞城市之星项目,以及凯旋门、城市之星、万家星城等尾盘部分交付结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

253,342.3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59%，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77%，主要系武林壹号

属于高档精装修项目，毛利率较高，导致本期总体毛利率较上年增长较多；同时，本期由于武

林壹号交付结转收入金额较大，使得毛利较上年增长12.97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228,729.62万元，同比上升10.57%，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支付合作开发项目的外部股东财务资助款增加，以及公司自持写字楼、商

铺转入和股权投资增加所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878,813.62万元，同比增长10.39%，主要

系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增加未分配利润所致。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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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

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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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48� � �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2016-001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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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853,676.55 1,047,887,996.03 -16.51%

营业利润

52,408,787.67 94,833,294.00 -44.74%

利润总额

45,521,366.16 96,776,644.46 -5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566,759.50 82,071,969.03 -53.0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4 0.91 -62.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15.79% -11.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1,062,612,534.33 870,637,377.02 2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948,057,179.59 523,378,208.88 81.14%

股 本

120,000,000 90,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7.90 5.82 35.74%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7,485.37万元，较上年同期104,788.80万元，下降16.51%；实

现营业利润5,240.88万元，较上年同期9,483.33万元，下降44.74%；实现利润总额4,552.14万元，较

上年同期9,677.66万元，下降52.96%；实现净利润3,856.68万元，较上年同期8,207.20万元，下降

53.01%。

2015年度，因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所处的氯碱行业下游需求仍然疲软，产能过

剩、供过于求的局面仍未改变。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滑，AC发泡剂销售价格较

上年同期下降10.80%，氯化亚砜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17.73%，公司营业收入减少；加之本

年度8月份公司为配合乐平工业园区管委会的环境整治工作而停产，发生停产损失，导致公司

利润额同比减少。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06,261.25万元，总负债11,455.54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4,805.72万元，资产负债率10.78%。资产结构稳定，保持充分的流动性

和较强的偿债能力。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较上年下降44.74%，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产品AC发泡剂与氯化亚砜销售价格的

降低，营业收入减少，产品销售毛利额较上年下降；

2)利润总额较上年下降52.96%，主要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减少，公司为配合环境整治工作而

停产发生的损失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减少53.01%，主要是报告期利润总额下降影响；

4)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下降62.64%，主要是报告期净利润减少，公司首发上市所有者权益

增加影响；

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增长81.14%，股本增长33.3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35.74%，主要是公司首发上市股本和资本公积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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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披露

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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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6-008

优先股代码：140001�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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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亿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收入

195.16 153.57 27.08

营业利润

80.18 70.27 14.10

利润总额

80.15 70.07 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5 56.27 16.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8 1.58 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8% 19.45%

下降

1.7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7,164.23 5,541.13 2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0.02 340.91 3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01.77 340.91 17.85

股本

39.00 32.5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0.30 8.74 17.85

不良贷款率

0.92% 0.89%

上升

0.03

个百分点

注：1、本公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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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修订）的规定，需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根

据2015年5月18日股东大会批准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以2014

年12月31日总股本3,249,828,401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14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2股，实施完成后本银行总股本为3,899,794,081股。上表各比较期的基本

每股收益、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3、截至2015年末，公司已发行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48.5亿元股息不可累积的优先股（宁

行优01），2015年度优先股股息尚未发放，待完成相关决策流程后发放。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简要说明

2015年，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围绕“拓展盈利渠道，严控不良资产，升级营销模式，加

快人才培养” 四项重点工作，各项业务推进顺利，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5年末，

公司总资产7,164.23亿元，比年初增长29.29%；各项存款3,556.86亿元，比年初增长16.04%；各

项贷款2,556.89亿元， 比年初增长21.72%； 公司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1%；基本每股收益1.68元，比上年同期提高0.10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0.30元，比年初增长17.85%；不良贷款率0.92%，比年初微升

0.03个百分点；拨贷比2.85%，比年初提高了0.32个百分点。

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大于30%的原因是2015年公司发行优先

股及净利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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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陆华裕、行长罗孟波、财务负责人罗维开、会计机构负责人孙洪

波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审计部出具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3� � �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16-01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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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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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78.36 194,938.26 27.57%

营业利润

20,603.92 -2,337.14 981.59%

利润总额

30,333.30 5,975.67 40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406.98 4,326.56 48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03 4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2% 2.18%

上升

9.7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457,086.93 364,173.24 2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28,639.54 200,335.40 14.13%

股 本

153,769.94 69,651.57 12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49 1.30 14.62%

注：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因报告期内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2股，以及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含预留部分）自主行权增加部分股本，上年每股收益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8,678.36万元，营业利润20,603.92万元，利润总额30,333.30万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406.98万元， 较比上年变动了27.57%，981.59%，407.61%，

487.23%。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加大对数字产品的研发投入及营

销体系的建设开始产生经济效益，公司数字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国内及海外市场销售收入

均快速增长。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规模效应显现，销售收入快速增长；二是公司产品

销售结构优化， 毛利率提升； 三是人民币贬值使得公司由去年的汇兑损失变为今年的汇兑收

益。

2、财务状况说明

2015年年末，公司总资产为457,086.93万元，净资产为228,639.54万元，股本为153,769.94万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49元， 与上年期末相比分别增长了25.51%、14.13%、

120.77%、14.62%。 公司股本增长的原因是报告期内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公

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含预留部分）自主行权所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同期上升9.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幅度在454.71%～500.94%之间，利润区间为24,000万元～26,000万元。

本公告中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406.98万元， 较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487.23%，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预披露的范围之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清州、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钜、会计机构负责人张钜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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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105� � �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2016-005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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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854,998.41 1,596,848,365.29 -15.03%

营业利润

-65,975,268.72 6,375,509.77 -1134.82%

利润总额

-68,715,482.39 6,789,626.42 -11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062,811.47 5,191,568.33 -119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5 0.014 -120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3% 0.99% -12.7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287,614,360.82 1,473,903,229.83 -1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51,262,611.19 524,106,752.92 -13.90%

股本

368,500,000.00 335,000,000.00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2 1.56 -21.79%

注：

1、 公司2015年6月以总股本33,500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6,850万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公司已追溯调整并列

报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相关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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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5,685.5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5.03%；实现营业利润-6,

597.53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34.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6.28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1199.14%。与上年相比，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①、2015年度，市场需求下降，公司收入相比上年减少了15.03%；

②、报告期内，公司因履行2013年12月与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龙华商业中

心改造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公司龙华厂进行搬迁，公司支付龙华厂员工劳动合同解

除一次性补偿金共计5400多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列入当期费用，使得公司业绩大

幅亏损。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28,761.44万元，较期初减少12.64%，主要原因系2015年度收入减

少，应收账款及存货随之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5,126.26万元，较期初减少

13.9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大幅亏损；股本36,850万股，较期初增加10%，系公司实施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1月27日发布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4000万元至6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

业绩预告的预测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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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