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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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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1号）核准，向特定

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4,100,207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17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1,049,999,938.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22,724,100.21元后,� 募集资

金净额为1,027,275,837.7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2月6日到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16年

2月6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

行审验并出具了广会验字[2016]G16003030010号验资报告。

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沙井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前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共同简

称“乙方”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监管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专户情况

1、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沙井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为79180154800000073，截止2016年2月6日，专户余额为 269,303,540.73元。 该专户仅用于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前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44250110190900000078， 截止2016年2月6日， 专户余额为 661,017,825.96���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

户” ），账号为696660113，截止2016年2月6日，专户余额为 97,928,571.31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甲方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

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

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

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家茂、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

的5%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

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但甲方应在终

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 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甲方及丙方另行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

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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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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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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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809,715.97 1,088,192,851.22 73.48%

营业利润

200,878,436.84 141,237,027.37 42.23%

利润总额

204,297,464.87 140,805,387.85 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8,584,954.21 117,011,557.60 44.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1 0.37 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8% 17.74%

上升

1.94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3,571,755,599.90 1,913,494,513.20 8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49,567,655.01 753,149,284.45 26.08%

股本

325,736,000.00 162,868,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92 4.62 -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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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8,780.9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3.48%，营业利润20,087.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2.23%，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858.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08%。 各项经营业绩指标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现有园林主业稳步增长，报告期内收购了恒润科技，正式涉足文化创意、文化旅游产业。

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分别增加了86.66%、

26.08%，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并购恒润科技实现并表，公司总体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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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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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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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赛科技"、"公司"、"本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

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037），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31日开市起停牌；2015年9

月1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2015-039），公司确认正在筹划的重

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5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2015年10月15

日、11月16日、12月15日、2016年2月15日分别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2015-052、2015-061、2016-008）；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8、2015-040、2015-041、2015-042、2015-044、2015-045、

2015-050、2015-051、2015-053、2015-056、2015-057、2015-060、2015-062、2015-063、

2016-001、2016-002、2016-003、2016-005、2016-006、2016-011）。

一、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在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积极努力推进项目进程，包括：梳

理标的资产范围、中介机构招标、开展标的资产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重组

前的规范整改、梳理募投项目并开展相关备案审批、与募集资金认购方进行洽商、对重组方

案进行分析和论证、向国务院国资委申请预审核等各项工作。

目前，杰赛科技和中介机构与控股股东广州通信研究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进行了积极沟通，确认杰赛科技将

作为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的资本运作平台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工作。 重组各方对中国

电科通信事业部下属军民品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初步梳理及方案论证，现

已基本确定拟注入的资产范围， 主要涉及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下辖的三家科研院所所属的

通信类、导航类较为成熟或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民品资产，包括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通天畅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电科卫星

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东盟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

司等，目前中介机构正在开展该等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作，并对本次重组方

案进行编制和论证。

2015年11月25日、12月1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并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批准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6年1月29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已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

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还在积极推进过程中，由于以下原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工作尚未完成，尚不具备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条件：

1、尚待取得重组预案披露前必须取得的国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意见。 根据国务院国资

委 《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124

号）的规定，在杰赛科技召开董事会并披露重组预案前，本次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取

得国务院国资委预审核批准，并且由于某标的资产涉及历史形成的员工持股事项，也需要在

国务院国资委内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2016年1月29日，中国电科已将本次重组的可行性研究

报告报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 经公司与国务院国资委多次沟通，国务院国资委已明确表

示本次预审核流程需严格按照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执行。 目前，国务院国资委正在内部征求

相关部门意见，审批手续相对复杂，流程较长；

2、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相对较多且情况复杂。 杰赛科技将作为中国电科通信事业

部的资本运作平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标的资产相对较多且情况复杂，筛选和

梳理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多个研究所所属的部分资产和控股企业，涉及企\事业单位且主体

较多，包括通信类、导航类的多个民品资产，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且需要协调

多方予以配合；

3、本次重组内外部决策环节较多。 杰赛科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为中央企业，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是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下辖的研究所所属的部分资产，因此，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需要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该等程序涉及标的公司、各研究所、中国电

科通信事业部、集团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等各个层级，方案的确定过程需要经过一个协商、调

整、再协商的过程。 同时，部分标的资产还涉及非关联第三方的少数股东，其中包括上市公司

及地方国有单位，该等少数股东参与本次重组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所需时间相对较

长；

4、为了保证本次重组后各标的资产的业务开展不受影响，本次重组的部分标的资产还

需要进行相关业务及资产的整合及规范，整合过程涉及的细节问题均需多方进行商定，周期

较长。 而业务资产整合方案的确定是审计、评估工作开展的基础，会影响整体工作安排和预

估值的出具；

5、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基本完成可行性研究，目前正在履行项目立项备

案及环评等各项手续。

经与交易对方确认，交易对方均有意向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开

展过程中。

2016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6年2月19日公司举行 "杰赛科技投资者说明会"，介绍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

情况。

目前，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相关的

内部司局征求意见过程中。

二、后续工作安排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

真实、准确、完整，保障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障投资者特别

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交易对方和各中介机构将尽快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国务

院国资委的预审核及其反馈意见回复、募投项目立项备案及环评、尽职调查、方案细节的确

定、相关业务及资产的整合或规范、方案的论证报批、协议的签署等，督促各方尽快完成各项

审批流程，并完成本次重组各项文件，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

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较为复杂，最终的方案和审批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41� � � �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3号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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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850,016.23 773,581,727.74 11.5396

营业利润

62,594,592.02 74,435,678.68 -15.9078

利润总额

67,382,003.15 78,619,388.43 -14.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56,503.85 67,838,342.53 -14.56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6 0.75 -78.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79 19.82 -11.0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00,310,802.15 699,718,600.63 28.6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8,725,298.07 366,979,519.13 98.5738

股本

360,000,000.00 90,000,000.00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242 4.0776 -50.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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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2015年度各项经营计划，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全力、有序

地推进各项业务发展。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6,285.00万元，同比增长11.5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95.65万元，同比下降14.57%。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有色

金属价格持续下滑影响产品销售毛利。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2,872.53万元，较报告期初36,697.95万元增

加98.57%，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增加净资产所致。

报告期末股本36,000.00万元，较报告期初9,000.00万元增加3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2.02元，较报告期初4.08元减少50.36%；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0.16元，较上年同期

0.75元下降78.67%，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增加股本及公司实施2015半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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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5%至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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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492� � � �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2016-006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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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02,308.06 174,443,226.53 -12.46%

营业利润

33,478,266.01 48,761,462.64 -31.34%

利润总额

40,429,876.95 55,106,220.60 -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74,224.91 44,338,927.47 -27.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195 0.1642 -2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5% 5.11% -1.9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514,788,092.69 1,231,952,631.66 2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

者权益

1,112,597,409.28 888,799,573.80 25.18%

股本

270,000,000.00 240,000,000.00 1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12 3.29 25.2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2,702,308.06元，较去年同比下降12.46%，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3,478,266.01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1.34%；利润总额40,

429,876.9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6.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274,224.91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27.21%。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场竞争加剧，营业收入未实现增加，

因此导致净利润下降；

（3）2015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1195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2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3.15%，较去年同期减少1.96%，主要原因是公司净资产增加及净利润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14,788,092.69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2.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1,112,597,409.28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5.18%；股本270,000,000.00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12.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4.12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23%。 总资产及股

东权益增加来源于经营活动产生的利润积累及定向增发股份3,000万股所致。 股本增加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定向增发股份3,000万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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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5年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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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0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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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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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4,019.42 320,588.10 4.19%

营业利润

20,699.96 22,482.84 -7.93%

利润总额

20,878.34 22,709.48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998.06 14,894.65 -12.7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72 0.83 -1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98% 18.84% -4.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4,751.69 259,197.06 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52,598.69 86,487.38 76.44%

股本

（

万股

）

22,500.00 18,000.00 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78 4.80 41.2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3、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因此，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仍按公司发

行前总股本18,000万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19%，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7.93%，利润

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8.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12.73%，主要是因

为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长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比报告期初增长25%，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4,500万股所

致； 公司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报告期初增长

76.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41.25%，主要是因为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及经营业绩积累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基于本年度已实现经营业绩和对在建

项目施工进度、工程款年底回收情况的预测，并考虑近期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预计公司2015

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指标较2014年度无大幅波动。 初步测算，2015年度，营业收入较上

年度同比变动幅度为0%至10%，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比变动幅度为-10%至10%。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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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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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26� � � �证券简称：龙大肉食 公告编号：2016—006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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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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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270,489,896.20 3,546,513,728.33 20.41%

营业利润

115,605,381.53 102,547,433.91 12.73%

利润总额

127,973,980.99 112,488,701.15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5,833,796.32 102,361,765.72 13.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7 0.5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2% 8.73% -1.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930,603,778.51 1,740,082,947.62 1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546,619,811.38 1,463,511,193.29 5.68%

股 本

436,480,000 218,24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3.54 6.71 -4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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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7,048.99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0.4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583.38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3.16%。主要原因为：公司加大批发商等渠道

的拓展力度，扩大冷鲜肉销量，促进销售收入增长；同时，公司制定了重点发展肉制品业务的

战略目标，采取了加强产品研发、渠道开发等多项措施，并成功在培根、火腿、烤肉、肠类等主

要产品销量上取得增长，最终带动肉制品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比增长20.91%。

2、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50.00%，主要原因为公司于2015年4月10

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218,24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436,480,000股。

公司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初数分别上升10.95%和5.68%，主

要原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长导致货币资金等资产增长和本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1,583.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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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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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74� � � �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2016-1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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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947,917.17 701,923,114.59 92.61

营业利润

144,798,951.91 39,494,668.89 266.63

利润总额

149,467,440.42 47,513,828.29 21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5,114,043.14 31,350,531.97 299.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8 0.16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9% 3.83% 2.6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850,846,094.27 2,891,280,592.30 3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91,804,950.07 1,866,690,906.93 6.70

股 本

329,653,221.00 329,653,221.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6.04 5.66 6.71

注：以上内容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5,194.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6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2,511.40万元，较上年增长299.08� %。 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增加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增加园林绿化业务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85,084.6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199,180.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70%。 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增加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增加园林绿化业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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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276.39%-31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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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注册会

计师审计，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数据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孙鲲鹏、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国平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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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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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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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54,744.32 741,430,341.96 35.19%

营业利润

290,118,952.79 222,721,008.92 30.26%

利润总额

306,090,843.17 232,662,878.14 3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927,492.10 198,841,128.7 32.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3 0.33 3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02% 15.80% 2.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813,191,151.07 1,622,959,872.62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573,116,105.13 1,351,461,127.32 16.40%

股 本

604,880,320.00 274,945,600.00 1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60 2.24 16.07%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014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净

资产均按最新股本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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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54,744.32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5.19%； 利润总额

306,090,843.1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1.5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927,492.10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32.23%。

2015年度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报告期内，国家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监测行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同

时公司继续深入拓展市场，积极布局销售网络，增加新产品的推广力度，实现了合同金额和

销售收入的较快增长。

（2）公司对外投资初见成效，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3）本年度为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的第二期，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年度提取

奖励基金的计算公式为：

奖励基金S2=E2*[5%+（R2-20%）*10%]-应扣缴个人所得税额

E2:2015年提取奖励基金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E1:2014年度提取奖励基金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R2:�考核增长率=(E2-E1)/E1；

本次扣除奖励基金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的净利润为263,508,423.47元，按上述

计算公式计提的奖励基金约为15,178,085.19元（未扣缴个人所得税额），计提员工持股计划

奖励基金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未计提奖励基金前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5,797,306.13元，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9,167,

091.20元增长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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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迪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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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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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