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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7� �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24

债券简称：12正邦债 债券代码：112155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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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12正邦债"）本次付息债权登记

日为2016年3月4日，凡在2016年3月4日（含）前买入并持有12正邦债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

利息；2016年3月4日（含）卖出12正邦债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12正邦债将于2016

年3月7日开始支付2015年3月7日至2016年3月6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2012年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的有关条款

规定，在12正邦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12正邦债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2正邦债（债券代码：112155）。

3、发行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人民币5.5亿元。（公司在2016年1月18日至2016年1月22日进行了债券回售登

记，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2正邦债"的回售数量为 4,

331,174张，剩余托管数量为 1,168,826�张。 ）

5、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公司上调票面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12正邦债前3年的票面利率为5.69%，在"12正邦债"存续期的第3年末，公司选

择维持票面利率5.69%不变，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2016年3月7日至2018年3月6日)票面利率

维持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

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债券起息日：2013年3月7日。

9、债券付息日：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

息日为自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3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

作日）。

10、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级，12

正邦债的信用等级为AA-级，评级展望为"负面"。

11、担保情况：12正邦债为无担保债券。

1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上市时间和地点：12正邦债于2013年5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15、发行价格（每张）：100元。

16、派息额（每张）：5.69元。

17、年付息次数：1次。

18、下一付息期票面利率：5.69%。

19、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16年3月7日。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12正邦债"的票面利率为5.69%，每1手"12正

邦债"（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6.9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

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5.52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

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1.21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2016年3月4日。

2、本次除息日：2016年3月7日。

3、本次付息日：2016年3月7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6年3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12正邦债"持有人。凡在2016年3月4日（含）前买入并持有12正邦债的投资者，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16年3月4日（含）卖出12正邦债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五、付息方法：

1、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

12正邦债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12正邦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

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

3、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

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

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12正邦债利息所得税征收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12正邦债个

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2003]612号）规定，12正邦债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

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12正邦债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

取得的12正邦债利息应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法：

1、咨询机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

3、邮编：330096

4、联系人：王飞、胡仁会

5、咨询电话：0791-86397153

6、传真：0791-88338132

八、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何如

2、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26层

3、联系人：赵德友、朱锦峰

4、联系电话：0755-82130833-706083

5、传真：0755-82133419

（二）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层

2、联系人：赖兴文

3、邮编：518031

4、联系电话：0755-21899321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973� � � � �证券简称：宝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15

债券代码：122226� � � � �债券简称：12宝科创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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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6年3月4日

◆付息日（兑息日）：2016年3月7日

2013年3月6日，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公开发行了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将于2016年3月7日开始支付本期债券自2015年3月6日至2016年3月4日

期间的利息（以下简称"本次付息"）。 根据《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12宝科创

债券代码： 122226

发 行 人：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规模： 人民币6亿元

债券期限： 5�年期，附第3年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债券利率： 5.48%，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3年末行

使回售权， 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6年3月7日一起支

付。 本期债券利息兑付日为2014年至 2018年每年的3月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第 1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有关机构办理。 本金兑付

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

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起息日：自2013年3月6日开始计息，本次付息年度起息日为2015年3月6日。

付息日（兑息日）：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3月6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信用级别：2015年4月29日，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付息的具体条款，

请查阅2013年3月4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宝胜科技创新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本公司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年

利率为5.48%，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4.80元（含税）。 本期

债券付息金额为人民币3,288万元（含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16年3月4日

2、付息日（兑息日）： 2016年3月7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6年3月4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12宝科创"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

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最迟在本年度付息日前第2个交易日将本年度债券

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

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

司公告为准。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上述划付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

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

券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3.84元（税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

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

有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每手"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面值人民币1,000元）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4.80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

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

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

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

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

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名称：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江苏宝应安宜镇苏中路1号

联系人：张庶人

电话： 0514-88248896

传真： 0514-88248897

邮政编码： 225800

（二）主承销商

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41楼

联系人：徐思

电话： 0755-82960525

传真： 0755-82943121

邮政编码： 518026

（三）托管人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 徐瑛

电话： 021-6887� 0114

传真： 021-6887� 5802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7� � � �股票简称：先锋电子 公告编号：2016-038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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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营业收入

291,147,403.62 306,724,272.94 -5.08%

营业利润

45,937,105.60 62,247,964.74 -26.20%

利润总额

61,642,028.11 77,769,482.99 -2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869,005.38 66,624,294.25 -20.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042 0.8883 -31.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8.44% 24.19% -5.7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25,817,187.85 390,387,868.70 8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615,652,188.38 292,234,235.00 110.67%

股本

100,000,000.00 75,0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1565 3.8965 58.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一）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114.74万元， 同比降低5.08%； 实现营业利润4,

593.71万元，同比降低26.20%；实现利润总额6,164.20万元，同比降低20.7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286.90万元，同比降20.65%；基本每股收益0.6042元，同比降低31.98%。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2015年度，公司所在行业受到投资下滑，以及国家推行阶梯气价和气价调整政策导致用户

因选择收费网络应用方案采购滞后的双重影响。在经济总体下滑趋势明显的背景下，行业内市

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公司对此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研判宏观发展方向，审慎应对经济下滑

期的行业变化，同时优化发展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公司主营业务智能燃气表销

售数量基本与去年持平。 但公司为稳固市场，主动下调了产品的销售价格，对公司的毛利率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利润同比下降。

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31.98%，除了利润下降外，也有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扩

大原因。

（二）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72,581.72万元，同比增长85.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61,565.22万元， 同比增长1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58.00%。 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所致。

股本同比增长33.33%，系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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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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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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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先锋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778� � �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2016-017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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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1.69 90,441.28 -36.20%

营业利润

3,964.62 3,805.54 4.18%

利润总额

4,047.77 4,000.08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36.44 3,503.08 0.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3 0.52 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0% 10.03% -0.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3,572.41 55,583.23 3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6,828.74 36,687.49 54.90%

股 本

8,910.95 6,680.95 3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8.17 5.49 48.8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7,701.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3,536.44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0.95%，主要原因是以下几方面：(、主营业务收入下

降29.90%，其中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相应售价因素导致下降18.31%，销量因素导致下

降11.59%；(、公司进一步强化主业，降低材料贸易比例，使得其他业务收入下降73.32%；(、公司

进一步优化产品销售结构，提升高品质工业润滑油和车用油的销量，使得2015年度产品销售

毛利率提升。

2、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分别增长32.36%、54.90%、33.38%、48.82%， 主要原因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23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6年1月6日对外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预计201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至15%左右。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0.95%， 由于公司

管理层在前次业绩预测时，对资产减值损失的估计不足，使得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

出现190万元左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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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债券代码：112095�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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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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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103,496.94 1,916,242,144.95 13.72%

营业利润

63,983,672.10 -35,439,847.45 280.54%

利润总额

112,097,975.62 -26,196,705.87 52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0,067,533.86 -26,737,191.77 436.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6 -0.12 3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2.10% 6.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098,050,774.94 2,481,904,538.66 6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920,403,549.99 1,279,981,523.54 50.03%

股 本

378,800,000.00 228,800,000.00 6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5.07 5.59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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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同期上涨

280.54%、527.91%、436.86%，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内，公司严控各项期间费用，再融资优化财

务结构，使得传统优势产品的盈利能力上升；（2）公司于2015年7月完成对浙江润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所属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资产的收购，由于该收购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新收购企业

1-12�月累计利润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致使公司 1-12�月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0万元至11,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

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汉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景春、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高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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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95� � �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2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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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945,076.19 306,694,210.20 8.89%

营业利润

45,659,494.81 46,149,103.93 -1.06%

利润总额

46,671,283.08 46,417,169.79 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531,179.98 36,391,936.11 8.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91 0.0543 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3.39% 0.2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174,025,793.77 1,109,593,510.11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88,600,019.02 1,078,906,377.04 0.90%

股本

668,304,000.00 281,313,900.00 13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63 3.84 -57.55%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度经营计划，积极推进各项发展战略，升级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新

品推广和市场开发力度，同时完善标准化体系，保证经营业绩稳健增长。 2015年，公司实现营

业总收入33,394.5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89%； 利润总额4,667.1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0.5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53.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3%。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117,402.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1%；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8,86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90%；报告期内，由于公司实

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28,131.39万股调

整为66,830.40万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5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0%~20%之间（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8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站上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2、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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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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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23� � � �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2016-05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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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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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821,957.53 862,816,285.32 25.85%

营业利润

65,034,120.72 36,432,522.98 78.51%

利润总额

70,907,754.12 42,831,021.20 6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167,384.24 37,823,936.53 51.1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6 0.24 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8% 1.81% 0.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611,185,748.97 2,599,037,476.39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59,657,665.05 2,105,748,470.09 2.56%

股本

160,000,000 160,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3.50 13.16 2.58%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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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582.2万元，与上年同期比较上升25.85%，主要原因是公

司围绕多元化发展战略，持续提升 AR�产品、超薄双玻组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从而使得公司

AR产品和超薄双玻组件产品的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长；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78.51%、

65.55%、51.14%，主要原因：一方面公司AR产品和超薄双玻组件产品销量大幅增长，产品单位

成本下降；另一方面公司加强内控管理力度，节能降耗，进一步控制成本和费用，使得产品毛利

率显著提高，从而较好的实现了公司业绩的稳定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28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是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幅度为45.41%-66.56%，净利润变动区间为：5,

500�万元-6,300�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上升51.14%，与前次披露

的业绩预告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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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80� � � � �证券简称：科远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7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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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591,659.07 314,303,317.38 34.45%

营业利润

49,965,366.49 30,754,028.59 62.47%

利润总额

75,926,581.06 49,033,385.09 5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81,009.11 42,529,328.15 50.9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1 0.21 4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7% 4.59% 2.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257,357,203.36 1,121,640,371.45 1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82,970,228.57 943,619,570.63 4.17%

股本

204,000,000.00 102,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4.82 4.63 4.10%

注：

1、本表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2015年10月9日，公司实施了每10股转增10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相关规定，用调整后的股份数重新计算并列报本报告期和上年

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以2015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实现营业总收入42,259.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45%，

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18.1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0.9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利润均实现了较高幅度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过程自动

化与信息化业务延续了2014年的高速增长态势，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提升；智能制造业务

取得了诸多的业绩亮点，且实现了较高的增速；凝汽器在线清洗机器人产品成功实现了小批

量销售，为2016年大规模市场推广以及后续业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41.0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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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快报审计报告。

南京科远自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