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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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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圳劲嘉彩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等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相关的议案。 详见2015年12月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有关公告。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中介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

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已基本完成，相关报告进入内核反馈阶段。同时，公司已递

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申请文件， 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

审查批复。待上述工作完成后，本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编制并披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待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后将及时发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

在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前，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每隔30日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

公告。

二、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情形，尚需满足多项审批或核准才能实施，包括并不限于本公司召开第二次董事会就本次

交易所涉及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相关议案进行审议；本

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核准等。上述

呈报事项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

意相关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尚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撤销、中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或者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尚不存在可能导致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方案或者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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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11� � � �证券简称：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2016-05

债券代码：112109� � � �债券简称：12南糖债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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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911） 于2016年2月24日

至2016年2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为21.67%，累计超过20%，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等规定，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关注及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

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有关公司经营方面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目前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经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发布了《2016年年度业绩预告》，根据业绩预告，公司2016年年

度业绩预计盈利：2,000万元-6,000万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业绩未发生与前述预告存

在较大差异的情况。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拟于2016年4月1日披露，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

持，经本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6� 年 2�

月2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恒丰银行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参加恒丰银行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以及柜面申购开放式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

包括：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10001）、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A�类基金（基金代码：410004）、华富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410006）、华富中小板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410010）、华富恒稳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 （基金代码：000898）、 华富国泰民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000767）、华富智慧城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757）、华富

永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基金代码：001466）、华富恒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A� 类基金 （基金代码：001086）、 华富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002280）。

备注：华富安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目前新发成立，处在封闭期，打开封闭后将正常

进行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时间本公司届时将另行公告。

本公司后续增加恒丰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开放式基金，若届时优惠活动仍然持续，则该基金

自动参加此项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二、优惠活动期间

2016年2月29日-2016年12月31日。

三、优惠活动内容

1、原申购费率高于0.6％，通过网银及手机银行申购实行4折优惠；如按4折优惠后申购费

率低于0.6%，按0.6%计算申购手续费；如发生基金申购比例配售，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最终确

认金额所对应的基础申购费率,再按上述规则计算优惠后的费率；

2、原申购费率高于0.6％，通过柜面申购实行7折优惠；如按7折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0.6%，

按0.6%计算申购手续费；如发生基金申购比例配售，则该笔申购委托适用最终确认金额所对应

的基础申购费率,再按上述规则计算优惠后的费率；

3、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0.6％，按照原费率执行；

4、原申购费率为单笔固定金额收费，按照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以恒丰银行的业务规则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

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所购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本次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

包括：（1）后端收费模式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2）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各开放式基金认

购费率；（3）基金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其他业务费率。

3、请投资者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五、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www.egbank.com.cn

客户服务电话：95395

2、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021-50619688，400-700-8001

特此公告。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8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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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拟筹划资产收购事项，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诚药业、证券代码：002675）已于2016年2

月15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15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停牌后，公司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已于

2016年2月22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

2016年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待具体方案确定后再召开董

事会会议审议并公告。 该事项涉及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和现金的方式收购相关目标公司的股

权，拟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财务顾问。目标公司从事放射性药物及生物医药领域新

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及成果转化；硫酸软骨素原料药的生产和销售，与公司当前所从事

业务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效应。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造

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诚药业；证券代码：002675）自2016年2月29日（星

期一）开市起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 即承诺争取在 2016�年3月30日前披露符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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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

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6�年3月30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个月，如公

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 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9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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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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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729,511.44 2,611,009,066.55 6.92%

营业利润

95,204,624.65 189,464,874.79 -49.75%

利润总额

114,386,722.19 194,194,258.53 -4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863,133.32 162,122,124.92 -4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0 0.20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3% 8.46%

下降

5.0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5,184,897,257.32 4,899,461,497.89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69,363,409.32 2,382,393,200.72 7.85%

股本

890,059,161.00 863,386,326.00 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89 2.76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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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9,172.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2％；实现营业利润

9,520.46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9.75%；实现利润总额11,438.67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1.1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86.31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7.04％，主要原因为：一方面公司本

报告期内合并增加了郑州汇特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下简称“郑州汇特” ）和马鞍山市雨山冶金

新材料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另一方面受下游行业钢铁、建材不景气的影响，回

款率下降，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计提增加。同时，公司环保事业部业绩下滑，经核算郑州汇

特2015年度亏损，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关于商誉减值处理的相关要求，对郑

州汇特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所产生的商誉计提2,151万元减值准备。此外，本报告期内，公司

毛利率水平略有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518,489.73万元，较年初增长5.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256,936.34万元，较年初增长7.85％，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主要原因为

公司报告期内以发行债券和股票方式筹资额增加及本报告期盈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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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9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中预计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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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6-021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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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本业绩快报所载公司2015年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虽已经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且与最终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中的财务

数据可能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9,449,660,751.35 10,071,256,184.54 -6.17%

营业利润

146,616,583.36 187,741,272.02 -21.90%

利润总额

206,747,262.20 188,351,605.59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686,389.10 81,274,260.38 2.97%

基本每股收益

0.196 0.193 1.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4.59% -0.10%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3,969,253,838.10 3,660,015,933.20 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91,017,841.10 1,790,589,919.04 33.53%

股 本

493,195,485.00 420,786,000.00 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85 4.26 13.8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944,966.0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17%；实现营业利润14,661.6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90%；实现利润总额20,674.73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9.77%，主要原因是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拆迁补助所得3,399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68.6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上半年生猪价格低迷，公司种苗板块业务亏损，

同时公司投资的辽宁曙光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出现大额亏损导致公司的投资收益出现大幅减

少。

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55%，主要受2015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96,925.38万元，较期初上涨8.45%，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39,101.78万元，较期初上涨33.53%，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到募集资金57,250万元。公司每股净资产与期初相比增长13.85%，财务状况良好。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1、2015年10月28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98）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0.00%至30.00%。

2、本次业绩快报披露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686,389.10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2.97%，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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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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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9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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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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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051,054.04 6,337,587,606.06 51.84%

营业利润

795,319,441.81 629,519,247.65 26.34%

利润总额

827,047,977.97 631,117,525.84 3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808,619.85 425,150,507.93 29.09%

基本每股收益

0.61 0.49 24.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72% 26.46% -2.7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7,820,164,492.55 4,857,879,822.84 6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435,012,087.53 1,927,538,597.02 26.33%

股本

904,718,923 595,390,847 5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2.69 3.24 -16.98%

注：

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于2014年11月21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省广告股份有

限公司向祝卫东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211号）文

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经向深交

所申请， 深交所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7,755,102股股份于2015年2月5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从

595,390,847股增加到603,145,949股。

3、2015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603,145,949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0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

股。2015年5月15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904,718,923股。

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公司因2014年

度权益分配方案事项，对2014年度及2015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进行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2,305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51.84%，实现营业利润79,532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8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9.09%。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平台战略的加

快推进，使得公司对传播行业业务整合能力加强，公司规模效应和财务效应持续有效地增强。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782,016万元，同比增长6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3,501万元，同比增长26.33%，每股净资产2.69元，同比减少16.98%。总资产增加主要原因系本

年并购公司增加合并范围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主要原因系本年经营

成果转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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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钿隆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列波女士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吴俊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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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梅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15-008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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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8,294.44 148,912.59 19.73%

营业利润

18,792.30 19,485.78 -3.56%

利润总额

19,526.95 20,171.12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007.04 16,642.36 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40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4% 10.39%

降低

0.6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74,255.27 350,815.61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78,430.86 166,875.74 6.92%

股本（万股）

41,152.00 41,152.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4.34 4.06 6.9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模具产品销售规模持续增长，但受个别模具项目周期延长、调试费用高等的

影响，毛利率有所降低；公司冲压业务市场开拓顺利，冲压件业务销售收入增长显著；公司参股

子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逐年增长。综上，公司总体生产经营发展

势头较好，业绩稳定。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294.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73%；营业利润18,792.30万

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56%；利润总额为19,526.9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1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7,007.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374,255.27万元；较2014年末增长6.68%，主要受公

司销售收入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等因素影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78,430.86万元，较2014年末增长了6.9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6年1月29日，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3）中对2015年

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至15%。

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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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510� � �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2016-009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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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胡津生、常世平、

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张义生、任伟、王子玲、鲍建新等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

的通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中的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建新、王子玲

已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胡津生 是

1118.11

2016

年

2

月

26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7.15%

个人资

金需求

常世平 是

1212.02

2016

年

2

月

26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52.54%

个人资

金需求

董书新 是

636.52

2016

年

2

月

25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4.19%

个人资

金需求

任伟 是

311.22

2016

年

2

月

25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4.20%

个人资

金需求

尹宝茹 是

327.94

2016

年

2

月

26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7.19%

个人资

金需求

张义生 是

251.26

2016

年

2

月

25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4.23%

个人资

金需求

鲍建新 是

230.00

2016

年

2

月

26

日

2016

年

11

月

25

日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32.27%

个人资

金需求

王子玲 是

208.71

2016

年

2

月

25

日

2017

年

2

月

21

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34.20%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 4295.78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胡津生持有公司股份3,009.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1%。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118.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常世平持有公司股份2,306.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1%。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21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董书新持有公司股份1,861.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2%。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636.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任伟持有公司股份910.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1%。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11.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尹宝茹持有公司股份881.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27.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义生持有公司股份734.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51.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鲍建新持有公司股份712.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子玲持有公司股份610.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其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08.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1,982.44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2%。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022.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1%。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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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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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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177,624.42 434,208,403.34 23.71

营业利润

39,795,289.30 39,088,463.45 1.81

利润总额

44,868,387.61 42,870,191.89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454,943.90 35,243,519.85 11.95

基本每股收益

0.31 0.33 -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1% 14.89% -3.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1,503,091,355.07 616,094,186.49 14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436,418,888.60 249,019,007.30 75.26

股本

140,480,000.00 52,680,000.00 16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11 2.36 31.78

注：经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70,24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对上年同期每股收益进行了重新计算，提请投资

者注意。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下行业压力不断加大，公司在客观分析经济环境和行业形势的基础

上，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市场拓展力度，完善客户服务体系，继续推进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

品牌终端展示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循环会展业务和虚拟展示业务取得了突破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3,717.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71%；实现利润总额4,

486.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45.49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11.9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预

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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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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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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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16年3月10日届满。为了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讨论和民主表决，选举许志斌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许志斌先生将与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与股东代表监事的任期一致。

附件：许志斌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附件：许志斌先生简历

许志斌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职于深圳

市司法局、 深圳市昊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7年8月至2014年4月任深圳市东方远见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总监；2014年5月起任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许志斌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