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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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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6年2月26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通讯” ）第三届董事会在

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观盛四路日海工业园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分别于

2016年2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以记名

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向宁波银行深圳宝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申请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整、 期限为壹年的综合授信额度（实际金额、期

限、币种以银行的最终审批结果为准），用途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日常周转等。 同

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何美琴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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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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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2016年2月26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海通讯” ）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 2015年度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总额预计为6,235.11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2015年12月31日对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发现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存在减值迹象，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6,235.11

万元，其中计提坏账准备-276.08万元、存货减值准备3,472.48万元、商誉减值准备3,038.71万元。 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后，公司合并报表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减少4,394.02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将减少4,394.02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一）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1、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

减值，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计入当期损益。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

的应收款项，将其归入相应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以应收款项的账龄为信用风险特征划分组合，按账

龄分析法计提；应收款项当中的应收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款项，单独测试无特别风险的不计提。

（3）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对单个往来单位或个人余额小于100万元但预

计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按照应收款项余额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本期末，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并结合个别分析认定法，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并记入

当期损益。

2、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

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在确定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

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期末，公司对原材料、半成品、发出商品和工程施工等存货情况进行清查后，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

计入当期损益。

2、商誉减值准备计提依据、方法和原因说明

公司商誉系公司于以前年度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管理层评估产生商誉

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以决定是否对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

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测试

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

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2011年12月8日，公司通过子公司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日海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日海通服” ）以自有资金800万元对新疆日海卓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卓远” ）增资，

取得新疆卓远51%的股权，同时形成商誉302.63万元，新疆卓远于2012年3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2012年3月28日， 公司通过子公司日海通服以自有资金3,978万元受让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拥有

的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维” ）51%的股权，同时形成商誉2,285.29万元，安

徽国维于2012年3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2012年2月22日， 公司通过子公司日海通服以自有资金1,097万元受让武汉嘉瑞德通信有限公司拥有的

武汉日海光孚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光孚” ）51%的股权，同时形成商誉250.69万元，武汉光孚于

2012年3月31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2013年1月21日， 公司通过子公司日海通服以自有资金1,377万元受让云南博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拥有

的云南和坤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和坤” ）51%的股权，同时形成商誉702.84万元，云南和坤于

2013年2月28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由于新疆卓远、安徽国维、武汉光孚、云南和坤的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上述由于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基于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增资新疆卓远形成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151.31万元，对收购安徽国维形成的商誉计

提商誉减值准备2,285.29万元，对收购武汉光孚形成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50.69万元，对收购云南和坤

形成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51.42万元，合计计提3,038.71万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数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4-12-31

本期发生额

2015-12-31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一、坏账准备 7,059.61 -276.08 96.93 6,686.60

其中：应收账款 6,634.20 -612.27 96.93 5,925.00

其他应收款 425.41 336.19 0 761.6

二、存货跌价准备 1,687.16 3,472.48 1,329.94 3,829.70

三、商誉减值准备 3,038.71 0 3,038.71

合计 8,746.77 6,235.11 1,426.87 13,555.01

注：以上数据为预测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5年度报告为

准。

四、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经认真审议，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

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是经资产减值测试后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依据充分。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

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六、备查文件

（一）日海通讯《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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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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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6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在深圳市龙华新

区观澜观盛四路日海工业园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七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2016年2月23日以

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

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代燕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

以下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5年度财务

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的会计信息

更具有合理性，同意公司本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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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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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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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8,096.36 242,873.59 18.62%

营业利润 -2,783.07 4,251.36 -165.46%

利润总额 -2,058.99 5,823.99 -1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8.66 1,210.72 -33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04 -323.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0.63% -2.09%

2015年末 2014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44,162.43 446,085.88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4,207.21 192,889.74 0.68%

股本 31,200.00 31,2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2 6.18 0.65%

注：以上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作为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为运营商提供光纤宽带网络建设解决方案及产品、

无线站点建设解决方案及产品、通信网络的勘察、设计、施工及代维服务，公司的经营业绩受运营商资本开

支影响明显。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18.62%，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788.66万

元；本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下滑0.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上升0.68%。 本报告期主要

财务科目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15年，运营商持续投资4G网络建设，同时，国家“宽带中国” 及“光纤到户” 政策的逐步实施，运营

商光纤宽带投资仍然保持高位，公司的无线站点产品线和光纤宽带产品线的销售收入以及通信服务收入持

续增长。

2、2014年下半年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 ）的成立，中国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格局

开始发生转变，从铁塔建设、维护、运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施到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运营

及基站设备的维护等，建设主体由运营商转移到中国铁塔，公司无线站点产品线的客户由中国移动、中国电

信和中国联通三家客户逐步过渡为中国铁塔一家客户，无线站点产品线的市场竞争有所加剧，集采价格下

降，毛利率有所下降。

3、由于收购的通信服务业务的子公司新疆日海卓远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武汉日海光孚通信有限公司、云南和坤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业绩未达预期，公司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对上述由于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

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合并上述子公司形成的商誉合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038.71万元。

4、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回款管理，强调现金流考核管理，报告期内经营性现金流有大幅好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正文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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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07� � � � � �证券简称：华兰生物 公告编号：2016-004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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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1,779,977.20 1,243,487,961.40 18.36%

营业利润 668,247,461.95 583,647,437.83 14.50%

利润总额 692,413,388.17 627,826,290.68 1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0,174,764.17 538,417,396.74 9.6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153 0.9266 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5% 16.66% 0.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021,376,994.57 3,769,637,163.08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659,004,286.33 3,402,382,635.49 7.54%

股本 581,304,800.00 581,304,8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945 5.8530 7.5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稳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1,779,

977.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36%，主要原因是血液制品收入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9.61%。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021,376,994.5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659,004,

286.33元，分别较期初增长6.68%和7.5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为0%—25%。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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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6-026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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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4,995.79 778,590.71 25.23

营业利润 30,943.86 23,576.94 31.25

利润总额 31,895.38 24,175.92 3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28.78 18,098.68 3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4 0.42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7 10.55 -2.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94,510.33 567,833.18 5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9,304.90 179,789.03 77.60

股本 55,454.35 21,789.52 15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76 8.25 -30.18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经营继续保持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以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呈现稳定的增长，分别较上年度增长 25.23%、31.25%、31.93%

和30.56� %， 公司2015年度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药品和器械市场均取得了较好的业

绩。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强，结构合

理，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与公司经营模式以及现阶段发展状况相适应。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和股本分别较上年度增长57.53� %、77.6� %和154.5� %，总资产大幅增加的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到位及收购子公司增加所致,�所有者权益大幅增加的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到位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股本大幅增加的主要

原因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定向增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增长幅度范围

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财务经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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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87� � � � �证券简称：乔治白 公告编号：2016-001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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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1,503,505.62 658,471,282.87 1.98%

营业利润 77,293,688.16 89,019,445.46 -13.17%

利润总额 81,518,858.98 91,069,542.74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08,268.77 81,676,160.61 -25.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23 -26.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7% 8.39% -2.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75,519,848.00 1,380,376,702.75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87,276,108.81 997,738,240.04 -1.05%

股本 354,852,000.00 236,568,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8 2.8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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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503,505.6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8%；营业利润77,

293,688.1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17%元；利润总额81,518,858.98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0.49%；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508,268.7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92%。 上述变化，主要系公司

订单稳步提升，管理成本及所得税费用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375,519,848.00元，比上年末下降0.35%；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87,276,108.81元，比上年末下降1.0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10月31日披露的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因公司产能转移战略逐步完成， 研发方向规划调整，2015年度母公司研发费用占总收入

占比小于3%，本年度母公司不再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已按25%的税率预

缴企业所得税。 全资子公司河南乔治白服饰有限公司（2014�年-2016�年）将享受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详见本公司2015年3月28日披露的《关

于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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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52� � � � �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0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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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3,990,637.12 324,431,926.27 -0.14％

营业利润 -3,591,247.45 10,548,725.51 -134.04％

利润总额 5,819,689.31 16,026,678.57 -6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1,037.76 14,253,273.21 -6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1.77 减少了1.1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66,064,471.25 909,350,738.64 3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35,190,031.68 809,808,993.92 15.48％

股本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2 2.70 15.5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3,990,637.12� 元， 同比下降0.14%，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134.04%，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3.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1,037.76元，同比下

降65.05%。

公司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本期

无形资产摊销上升；同时本期对外投资的公司尚处于建设期，还未产生效益，影响投资净收益。

综上因素导致公司业绩出现变动。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66,064,471.25元，比期初增加39.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35,190,031.68元，比期初增加15.48%� 。

公司总资产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购上海复榆后，公司无形资产和商誉增加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为-50.00%--0.00%� ； 因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情况低于预期等

因素，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及时发布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8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81,037.76元，同比下降65.05%，与

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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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宝松、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建海、会计机构负责人颜沈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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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300144� � � � �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6-006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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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周五）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

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6年2月29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10� �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6-2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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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17,011,236.22 3,002,783,511.22 7.13

营业利润 123,011,839.88 103,121,294.88 19.29

利润总额 148,989,857.90 109,489,601.74 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20,933.51 92,016,774.95 2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5.73% -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542,748,582.08 8,423,742,626.71 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09,055,719.24 2,298,834,164.61 4.79

股本 725,000,000.00 362,5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2 3.17 4.73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转增 10股，公司

按照调整后的股本列示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受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光伏产业形势有所好转，市场稳步

扩大。

受此影响，2015年度公司光伏制造板块稳健发展，收入、价格等因素稳定。光伏发电板块继

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实现电力销售收入4.0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9%，转型

成果逐步显现。 本期营业总收入较上期同比增加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

加20.98%，总资产同比增加4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加4.73%，财务状

况良好。

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主要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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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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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２０１6－０１4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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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72,235.97 375,839,733.03 26.94%

营业利润 167,279,568.21 8,011,906.12 1,987.89%

利润总额 172,347,710.48 11,567,809.49 1,38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236,562.22 6,965,669.07 2,25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06 8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5% 1.19% 4.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692,134,284.28 1,030,719,203.18 25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08,778,799.34 553,714,750.14 479.50%

股本 320,008,431.00 121,550,000.00 16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0.03 4.56 1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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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072,235.97元、营业利润167,279,568.21元、利润总额

172,347,710.48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上涨26.94%、1,987.89%和1,389.8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64,236,562.22元，比上年同期上涨2,257.80%。 主要原因系：上年度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将艾格拉斯纳入合并报表，因艾格拉斯实现利润较多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 “2015年度经营业绩预

计”存在较小差异。

差异说明：

1、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16,999.79万元至17,348.08万元，增长幅度为2,340.50%至2,390.50%。

2、本次2015年度经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数据为：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423.66万元，增长幅度为2,257.80%。

3、公司实际测算的净利润数据比三季度报告最小预测值少了576.13万元，占2015年度公

司财务部门测算净利润数据的3.51%，主要系由于本期利润增幅较上年同期有巨大变化，而实

际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因此实际测算的净利润数据与三季度

报告中的业绩预计数据有较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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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 股票代码：000159� � � � � �编号：2016-10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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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因公司正在参与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国际实业，股票代码：000159）已于2016年2月22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初步确定本次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因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开、公平，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2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30个自然日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在2016年3月30日前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

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且未提出延期复

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3月30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自股票

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

和审议程序，尽快聘请保荐机构、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各项工作，按照预计的期限向深

交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披露义

务，自停牌之日起每5个交易日发布该事项进展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证券代码：600016� � � � �编号： 2016-01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16年2月28

日，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2016年2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董事发出表决票15份，收回

14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决议

同意增补郑万春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