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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6年2月23日以

电邮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通讯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

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琳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李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附件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李琳女士：1968年生，中国国籍，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

评估师。 曾任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大连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华锐重工铸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华锐重工铸钢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中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目前，李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公司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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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建筑股

份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2号线项目经理部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为南宁

市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设备集成采购及相关服务项目的中标人， 上述

项目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50,500,000元。

一、交易对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方：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建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招标代理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2号线项目经理部

3、公司与招标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4、工期：按最终审批的施工组织设计及《用户需求书》执行

5、中标范围与内容：南宁市轨道交通2号线工程警用通信系统设备集成采购及

相关服务项目

6、中标金额：中标金额为人民币50,500,000元，具体合同金额以签订的正式合同

内容为准。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的中标金额为人民币元50,500,000元，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总收入的9.76%。 若公司本次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项目暂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合同签署后

另行公告。 公司在签订正式合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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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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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217,770.43 517,561,460.54 63.50%

营业利润

22,866,497.89 1,217,553.73 1778.07%

利润总额

24,448,395.66 14,537,486.93 6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84,326.91 19,014,808.93 50.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7 0.0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2.29% 1.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103,448,455.57 1,913,803,936.55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863,005,095.06 830,077,458.51 3.97%

股 本

393,120,000.00 393,1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2.20 2.11 4.2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46,217,770.43元，同比增涨63.50%，主要是由于

2015年度公司加大了市场开发力度，促使公司销售业绩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2,866,497.89元，同比增涨1,778.07%；实现利润总

额24,448,395.66元， 同比增涨68.17%；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584,326.91

元，同比增涨50.33%。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

的主要原因：公司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管理效率，2015年销售业绩较去年同期有

较大增长，并收到了部分合同执行理赔款，处置了公司部分资产等。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103,448,455.57元，较期初增加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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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在2015年10月26日公告的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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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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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6-013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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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5,734,122.52 4,865,771,353.09 5.96

营业利润

104,925,900.70 159,427,718.11 -34.19

利润总额

131,816,667.32 179,488,407.73 -2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835,943.82 103,829,967.86 4.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858 0.0819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6.43%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837,324,099.12 6,086,514,712.97 6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07,508,125.98 1,641,784,182.16 4.00

股 本

1,268,000,000.00 507,200,000.00 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35 3.24 -58.3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5年公司总资产为983,732.41万元，较期初增长61.62%，原因是报告期内

公司收购了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65%股权、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51%股权、

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 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51%股

权，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报表合并所致。

2、2015年公司营业利润10,492.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19%，是因报告期

内收购的企业存货增值较大、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有所增加。

3、2015年报告期末股本为126,800�万元，较期初增长 150.00%，原因是报告期

内公司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2015年6月30日总股本 50,72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0.25股，派0.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4.75股。该方案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10

月20日，总股本由50,720万股增加至126,800万股。

4、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35元， 较期初下降了58.33� %，

是报告期内公司权益分派影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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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为-30%～20%，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268.10万元～12,459.6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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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增

长4.82%，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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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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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5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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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

1-12

月

）

2014

年

（

1-12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024,693,210.46 1,601,835,867.88 -36.03%

营业利润

27,312,332.96 -413,604,139.52 106.60%

利润总额

92,698,826.50 -401,038,693.04 12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8,900,437.30 -416,757,631.15 121.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3 -0.61 121.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4% -39.51% 48.95%

2015

年

（

12

月

）

末

2014

年

（

12

月

）

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3,045,807,574.64 2,985,967,439.34 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550,236,816.11 843,962,573.26 83.69%

股本

745,959,694 682,959,694 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08 1.24 67.74%

注：1.�以上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 � 2015年12月， 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6,300万股A股股票的发行登记上市工

作，公司总股本由682,959,694股增加至745,959,694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 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2,469.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03%，主要

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客户管理， 放弃部分回款周期长和毛利率低的客户订单所

致。

2.报告期内，公司聚焦主业，优化销售管理，公司综合毛利率提升；加强内部

费用管控和应收账款回款，期间费用和资产损失下降；投资收益和政府补贴收入

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公司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上升。

3.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0.1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1.31%；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9.44%，较上年同期增加48.95%；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上升所致。

（二） 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5,023.68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83.69%，主要是公司2015年12月份非公开发行了6,300万股A股股票所致。

2. 报告期内，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08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67.74%，主要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第3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的业绩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000万元至5,5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高于前

次业绩预计，主要原因包括：在2015年第4季度，公司申请的部分项目补助款的到

账时间提前至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相应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减少；公司转让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收益；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

变动产生汇兑收益；综合影响公司报告期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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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预计2015年

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业绩盈利的情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预计范围为3,000万元至5,5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7,200

万元至

8,900

万元 亏损

：

41,675.76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的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在2015年第4季度，公司申请的部分项目补助款的到账时间提前至报告期

内,影响公司报告期利润。

2.在2015年第4季度，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良好，相应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减少，影响公司报告期利润。

3.在2015年第4季度，公司转让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收益，影响

公司报告期利润。

4.在2015年第4季度，由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幅变动，影响公司报告期利

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有关2015年1～12月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

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并提醒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24� � � �证券简称：完美环球 公告编号：2016-028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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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543,776.59 925,784,337.73 22.01%

营业利润

326,568,538.89 266,298,036.66 22.63%

利润总额

383,561,210.54 287,908,842.86 3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8,089,041.88 190,190,830.06 51.47%

基本每股收益

0.5907 0.6611 -1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2% 27.62% 4.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069,011,625.43 1,646,492,153.52 8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25,198,331.58 755,669,932.37 35.67%

股 本

（

股

）

487,706,996 487,706,996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2.1021 1.5494 35.67%

注：

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2015年每股收益相较2014年下降10.65%，原因是：2014年每股收益

以总股本287,706,996股计算每股收益，而2015年每股收益以总股本487,706,996

股计算；

3．关于2014年会计处理及每股收益的加权股本计算的有关事项说明：

（1）2014年会计处理的有关事项说明：2014年12月8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快乐

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22

号）。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资产过户、交割、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新股发行登记及上市等主要事项已经实施完毕，置入资产北京完美

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以及财政部会计

司财会便[2009]17号《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计处

理的复函》等相关规定，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

（2）2014年每股收益的加权股本计算的有关事项说明：2014年年末股本数

为法律上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权益性证券的股份数量，即487,706,996股。 但是，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等关于计算每股收益时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

数的相关规定：①自当期期初至购买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应假定为在该项

合并中法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数量；②自购买日至期

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为法律上母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③反向

购买后对外提供比较合并财务报表的，其比较前期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每股

收益，应以法律上子公司的每一比较报表期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损益除以

在反向购买中法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股数计算确定。

因此，2014年每股收益的加权股本数为：

股本数=287,706,996.00*12/12+200,000,000*0/12=287,706,99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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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9,543,776.59元； 实现营业利润326,568,

538.89元；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8,089,041.88元， 较去年同期上升

51.47%。 主要原因：

1、延续精品影视剧路线，影视剧业务取得了较好的项目收益；

2、拓展综艺栏目、网络剧等新业务，取得较好的市场反映及收益；

3、进一步加强了剧组成本和公司费用的控制，成本费用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上升4.40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本报告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余额为3,069,011,625.43元，比期初增

长86.40%，主要原因：融资和投资规模加大、公司盈利等所导致。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025,198,331.58元，比期初增长35.67%，主要原因：公司本年

盈利所产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1021元， 比期初增加

35.67%，主要原因：公司本年盈利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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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15年业绩预告中预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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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完美环球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48� � �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2016-005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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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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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890.63 430,576.81 -2.71%

营业利润

-43,880.64 4,426.63 -1091.29%

利润总额

-41,658.36 5,808.50 -81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88.98 3,255.51 -1408.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3 0.04 -14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9% 0.91% -13.7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13,661.04 761,444.26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13,893.58 354,903.06 -11.56%

股本

80,000.00 80,508.70 -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3.92 4.41 -11.11%

注：本报表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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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18,890.6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1%。 本

期公司销量增长39%，但因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收入减少。

2、营业利润-43,880.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91.29%；利润总额-41,658.3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17.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588.98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1408.21%。 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一是2015年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下跌，

导致丙烯、丙烯酸及酯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市场给予的利润空间缩窄；二是期末提

取存货跌价准备等因素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披露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详见巨潮资讯

网）， 预计公司2015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321.65万元至

-41,344.99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2,

588.98万元，比预计减少267.33万元。 预计偏差的主要原因：一是上年同期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255.51万元，基数较低，预计的区间范围小；二是期末

资产减值测试有偏差，基于市场价格测算的可变现净值变化导致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差异影响。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5年年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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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80� � � �证券简称：黄海机械 公告编号：2016-026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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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9,627.04 62,261.65 27.89

营业利润

34,744.05 23,668.10 46.80

利润总额

34,544.86 24,306.72 4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9,617.65 20,775.00 42.5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98 0.69 42.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7% 21.56% 4.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71,480.82 155,877.45 138.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28,918.54 100,591.89 226.98

股 本

48,469.52 5,138.75 84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6.79 3.33 103.90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进一步加强市场营销网络建

设，持续加大市场销售推广开拓力度，主要产品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销量进一步

增长，公司2015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7.89%，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

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6.80%、42.12%、42.56%。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加138.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较期初增加22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加

103.90%，变动较大的原因是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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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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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黄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7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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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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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9,426,653.96 3,586,877,473.77 5.93%

营业利润

-70,325,688.29 55,265,403.39 -227.25%

利润总额

-61,214,643.42 59,064,765.78 -203.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3,247,568.84 44,323,268.61 -220.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1 0.09 -2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3.23% -7.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223,296,878.91 3,262,738,439.72 -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319,526,140.98 1,395,606,639.23 -5.45%

股 本

488,637,750.00 491,981,000.00 -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70 2.84 -4.93%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强化内部管理、加强研发和新业务投入、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略有增长，但受汇率波动频繁、人工工资普遍增长、

消费电子类业务竞争加剧等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影响， 公司营业利润、 利润总

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下降。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0,325,688.29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7.25%；实现利润总额-61,214,643.42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3.6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247,568.84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0.13%；基本每股收益-0.1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2.2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

产为3,223,296,878.91元，较年初下降1.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1,319,526,140.98元，较年初下降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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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5年10月28日公告的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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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19 � �证券简称：亿帆鑫富 公告编号：2016-008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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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710,519.91 1,684,984,365.05 44.32%

营业利润

379,302,679.10 299,292,132.74 26.73%

利润总额

444,625,498.25 301,413,724.43 4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63,832,002.39 237,909,176.45 52.9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3 0.87 -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4% 34.35%

减少了

21.0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593,579,013.94 3,334,689,371.91 3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861,342,878.15 2,544,162,931.38 12.47%

股 本

260,612,860.68 260,612,860.68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6.50 9.32 -30.26%

注：（1）本报告期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净资产的

股本为发行在外的股本440,319,243股，上年同期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为9

月30日，当年加权平均股本为273,004,243股；（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总额2,726,588,483.70元， 上年同期加权平均净资产总额692,541,

990.67元，系使同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相差较大的原因；（3）合并报表显示

的股本为260,612,860.68元，系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在会计上的处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完成重组，此次重组构成反向购买，即反向购买下

法律上的母公司成为会计上的子公司，上市公司原合并范围内的公司作为新增

子公司处理，故上年同期数为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和合肥亿帆药业有限

公司全年数以及购买日后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合并数据，而本期数据包含原上

市公司2015年全年数据。

2、公司在医药制剂领域，不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

线，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使医药制剂板块利润有较大幅度

的上升；而原料药板块的主导产品泛酸钙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较大，对报

告期利润贡献减少。

综合以上因素，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总额243,171.06万元比上年同期168,

498.44万元同比增长44.3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37,930.27万元、44,462.55万元、36,383.20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26.73%、

47.51%、52.93%。 年末公司资产总额459,357.90万元较年初333,468.94万元增长

37.7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86,134.29万元较年初254,416.29万元增长

12.47%，资产负债率37.22%较年初23.73%增加了13.49个百分点，公司整体财务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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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9日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公司产品D-泛酸钙的情况

公司在2015年12月17日的公告中表示，公司当时关注到D-泛酸钙市场报价

异常活跃，相对前期上涨幅度很大；并于2016年1月12日发布《关于D－泛酸钙价

格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就D-泛酸钙2016年第一季度订单签订情况与2015年第

四季度销售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和对比分析，2016年第一季度订单签订的均价

较2015年第四季度平均成交价环比增长约50.48%。

2、风险提示

（1）公司D-泛酸钙价格已处于历史较高位置，未来走势尚不确定，公司将

及时了解D-泛酸钙市场动态，做好持续性信息披露。投资者可通过健康网（http:

//www.healthoo.com）、博亚和讯（http://www.boyar.cn）等网站了解维生素产

品相关信息。

（2）公司目前尚无法准确估计D-泛酸钙对公司2016年度业绩的影响情况，

公司会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2016年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的业绩预告

披露工作。

（3）公司股票因商议购买资产事宜于2016年2月24日开市起停牌，该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会待披露相关事项后及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

续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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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亿帆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