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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 �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6-019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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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56,573.03 4,443,313,454.54 10.35

营业利润 383,281,434.26 365,450,845.42 4.88

利润总额 449,114,392.60 403,834,083.44 1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230,741.43 296,877,364.16 15.95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20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4% 9.79% 降低0.15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596,440,396.39 6,295,144,078.74 2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532,329,472.20 3,579,100,676.84 -1.31

股 本 1,722,822,700 851,094,350 10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05 4.21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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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490,315.66万元， 同比增长10.35%， 实现营业利润38,

328.14万元，利润总额44,911.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423.07万元，分别较上

年同期增长4.88%、11.21%和15.95%，主要影响因素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的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对总体业绩的贡

献占比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开展节支增效活动，着力降低生产成本，严格控制各项期间费

用，取得明显的效果。

（3）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家电及家居电器电机、车辆旋转电器业务板块第四季

度的销售收入好于前期预测，相应业绩有所增长。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股本：较期初增加金额为87,172.84万元，增长比例为102.42%，主要原因系受公司本期

实施股权激励授予管理层1,031.70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本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

转增10股）相应增加期末股本影响。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16元，减少比例为51.31%，主

要原因系受公司本期实施股权激励授予管理层1,031.70万股限制性股票， 以及本期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相应增加期末股本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公司2016年1月29日发布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业绩预计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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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鲁楚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伍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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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定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17� � � � � �证券简称：韶钢松山 公告编号：2016－06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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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实际控制人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经营业务的重大事项，该

重大事项对本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韶钢松山"，证券

代码：000717）于2016年2月1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6年1月30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

停牌的公告》（公告号：2016-02），于2016年2月6日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号：2016-03）, 于2016年2月22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号：

2016-0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筹划中。 本公司与相关方正着手开展

中介机构的选聘工作，并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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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

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 �证券简称：法因数控 公告编号：〔2016〕021号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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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15,472.70 571,766,204.44 6.90%

营业利润 227,172,016.70 181,984,674.00 24.83%

利润总额 233,961,053.88 194,692,312.00 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425,162.53 163,082,019.88 20.45%

基本每股收益 0.70 0.58 2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0% 29.90% 2.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81,207,799.87 791,610,199.63 30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796,717,982.69 514,971,381.13 443.08%

股本 506,159,420.00 280,777,537.00 8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53 1.83 202.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上海华明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在2015年12月3日完

成资产过户，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企业合并在会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购买日确定为

2015年12月31日。 基于以上信息，公司201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上年同期数据应按照反向购买

的会计处理原则进行编制。

2、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61,121.55万元，同比增长6.90%。 实现

利润总额23,396.11万元，同比增长2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642.52万元，同

比增长20.45%。 公司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生产经营计划，实现了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

3、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318,120.78万

元，较期初增长301.87%。负债总额38,448.98万元，较期初增长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79,671.80万元，较期初增长443.08%。 股本50615.94万股，比期初增长80.27%。 资产负债

率为12%，较期初下降约23个百分点。 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股本大幅增加主要原因为公司在报告期内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和配套资金募集，2015年度

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准则规定列报所致。

4、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202.19%，主要原因为2015年

度财务报表按照反向购买的会计准则规定列报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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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2.52万元， 同比增长

20.45%，与公司2016年1月27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2015年12月3日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2015年12月29日完成配套资金

的募集工作，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为50,615.94万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9,642.52万元，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0.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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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法因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39� � � � �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2016-016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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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01,968,059.23 1,108,751,708.46 17.43%

营业利润 177,095,685.35 116,226,174.16 52.37%

利润总额 211,497,367.60 155,775,929.79 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2,605,291.73 129,690,268.71 1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34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0% 10.01% 0.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77,791,812.02 1,992,760,400.71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482,133,261.48 1,352,261,729.75 9.60%

股 本 378,896,000.00 378,8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91 3.57 9.52%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96.81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

17.43%；实现营业利润17,709.57万元，同比上年增长52.37%；实现利润总额21,149.74万元，同

比上年增长35.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60.53万元，同比上年增长17.6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40元，同比上年增长17.6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同比上年上升0.7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7,779.18万元,比2014年末增

长19.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8,213.33万元，比2014年末增长9.6%；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91元，比2014年末增长9.52%。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公司充分利用规模化采购

生产和母子公司协同效应，成本控制效果显著，营业利润增幅高于营收增幅，同比上年增长

52.37%；受企业所得税率变动和软件产品增值税返还金额同比下降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17.67%。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52.37%，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35.77%，主要原因是营业收

入稳步增长，成本控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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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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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7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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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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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824,169.29 1,294,644,568.11 -62.01

营业利润 28,885,031.27 216,495,501.28 -86.66

利润总额 30,092,002.67 222,776,186.15 -8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048,529.64 165,349,002.34 -84.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37 -83.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 11.84% -10.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465,390,199.03 2,387,565,582.29 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449,135,919.09 1,488,264,654.90 -2.63

股 本 443,695,798.00 443,695,79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27 3.35 -2.39

注：上述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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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总收入降低62.01%，营业利润降低86.66%，利润总

额降低8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84.25%， 基本每股收益降低

83.78%，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降低10.10%。 期末总资产较期初增长3.26%，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期初降低2.63%， 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降低2.39%。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受经济增速放缓影响，公司前期跟

踪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未能如期进行招投标，报告期之前年度结转至报告期内实

施的合同订单额明显减少， 报告期内新增合同订单多集中在报告期下半年签订，

该等订单将跨年度实施。 部分在手订单因业主方的工程进度延缓，致使在手订单

的供货量及收入确认少于预期；公司部分生产基地处于半停产状态，报告期内在

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而其固定成本费用并未减少，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利润

总额等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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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2015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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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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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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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4,184,300.92 597,579,907.49 -25.67%

营业利润 3,986,813.91 9,899,860.46 -59.73%

利润总额 6,116,169.88 10,513,728.67 -4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6,285.86 5,464,589.23 -5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0.99% -0.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88,298,155.87 954,589,771.87 2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8,256,997.35 557,283,436.12 0.17%

股本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79 2.7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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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184,300.92元，同比下降25.67%，主要原因为受行业

景气度下滑、印刷油墨市场需求不振等大环境影响所致；实现营业利润3,986,813.91元，同比

下降59.73%，实现利润总额6,116,169.88元，同比下降41.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

566,285.86元,同比下降53.0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

目转固后折旧费用增大以及借款利息费用化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88,298,155.87元，同比增长24.48%，主要原因为收购北京轩

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属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导致商誉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的预计:2015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50万元至725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预测区间下限。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下滑幅度较大，超出

公司原有预期。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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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报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19� � � �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2016-00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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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6年2月19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2016年2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7名，参与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诗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肖诗强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肖诗强：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自2010年11月至今

任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总经理。

肖诗强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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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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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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7,066,417,180.10 5,943,513,348.38 18.89%

营业利润 733,320,593.89 712,351,398.10 2.94%

利润总额 778,787,333.14 756,446,934.96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938,478.75 531,657,356.97 15.10%

基本每股收益 0.80 0.70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8% 17.79% 0.1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5,953,005,405.83 4,965,755,374.92 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54,087,645.22 3,097,379,865.66 5.06%

股 本 767,755,000.00 767,885,000.00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24 4.03 5.2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6,641.7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89%；主要系公司通过持

续创新线上互联网营销模式、线下终端体验式营销模式，营业收入实现新突破，其中食品加工

机类、电磁炉类稳步增长，营养煲类、西式电器类产品快速增长，并新开拓炊具类产品为公司新

的业务增长点。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3,332.06万元，利润总额77,878.73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加2.94%和2.95%，略低于营业收入的增幅，主要系加大市场开拓与品牌传播力度，销售费用较

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2015年度，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93.8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15.1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为0%~20%，与本次业绩快报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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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第十二次风险提示公告

依据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的相关约定，当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之泰

信基本面400B份额（场内简称：泰信400B、代码：150095）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达到0.250元时，

本基金将分别对泰信基本面400A份额（场内简称：泰信400A、代码：150094）、泰信基本面400B

份额（场内简称：泰信400B、代码：150095）和泰信基本面400份额（场内简称：泰信400、代码：

162907）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止2016年2月26日，泰信400B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

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阀值0.250元，在此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泰信400B份额近期参考净值的

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泰信400A份额表现出低风险、收益稳定特征。 当发生合同规定的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

时，原泰信400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特征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低风险收益特征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份额的情况。 此外，泰信400份额

为跟踪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的基础份额，其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变化，因此原泰信400A

份额持有人可能会承担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二、泰信400B份额表现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不定期折算后，杠杆倍数将降低，恢复到

初始的2倍杠杆水平。 相应的，泰信400B份额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下降的幅度也会相应减

小。

三、泰信400A份额、泰信400B份额在不定期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 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其折溢价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

风险。

四、根据合同规定，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因此折算基准日泰信400B份额

的净值可能与触发折算阀值的0.250元有一定差异。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依据深圳证券交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

计入基金资产，持有较少泰信400份额、泰信400A份额、泰信400B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

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若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泰信400A份

额与泰信400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泰信400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

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基金合同及《泰信中证锐联基

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5988����

021-38784566。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2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36� � � � � �证券简称：中房地产 公告编号：2016-15

债券代码：112263� � � � � �债券简称：15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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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优质地产项目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中房地产，代码：000736）自2016年2

月22日起开始停牌。 现公司明确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

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拟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承诺争取在不超过30个自然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 即最晚将在2016年3月

29日前按照 《公司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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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16年3月29日恢复交易，若恢复交易并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3个月内不再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预计的期限披露符合相

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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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000055、200055 � � �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B � � � 公告编号：2016-08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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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标签约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建科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中标签约深圳科兴科学园D区、北

京万科东地台湖、上海万科七宝镇、无锡万达茂二标段、兰州国际商贸中心二标段等一批高端

节能幕墙工程项目。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方大新材料（江西）有限公司签约中国资本市场学院（深圳）项目等铝

板供货合同。

二、项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项目中标、签约金额合计622,392,254.27元人民币，项目工期一般为9至18个月，项目

的实施将有利于本公司2016年及以后年度收入的增长，但鉴于涉及到项目对方预付款支付、工

程施工、验收及结算等环节，要视双方履约实际而定，对公司2016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效益的影

响程度将以项目实际运行结果为准，对本公司的财务指标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2、本公司与以上项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以上项目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以上项目而对项目对方形

成依赖。

三、项目履行的风险分析

在项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项目履行。

四、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合同。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