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668� � �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6－13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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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师事事务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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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20701.16 10823268.59 885.11%

营业利润

14950049.69 -50504090.22 129.60%

利润总额

38834679.05 -50208160.87 17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91939.58 -46085282.80 155.3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7 -0.31 15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1% -7.13% 11.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441228878.88 1687219063.26 -1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48146051.54 622654111.96 4.09%

股 本

146841890 14684189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41 4.24 4.0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比2014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大销售力度，出

售北京荣丰项目部分存量房产，实现扭亏为盈。

三、其他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 2015�年度报告 为准，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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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68� � � �证券简称： 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2016-12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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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500

万元–

1200

万元 亏损

：

959.96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3- 0.08

元 亏损

：

0.07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是因公司目前开发的地产项目未达到销售条件。

四、其他相关说明

前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预测，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4�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6-014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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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4月8日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4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威先生主持，经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矿” ）因经营需要拟向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2000万元，公司拟为其贷款提供担

保。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同意公司为东矿本笔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与

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建新矿业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15号）。

本对外担保事项已获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东矿本次申请贷款金额为

12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95%，未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11条规定，该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688� � �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2016-015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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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因经营所需，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内蒙古东升庙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矿” ）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贷款12000万元。 2016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东矿本次申请贷款金额为12000万元，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额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

产的9.95%，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11条规定，该担

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矿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0年7月25日

注册地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巴音镇

法定代表人：杜俊魁

注册资本：36000万元

主营业务：铅锌矿、铜矿、硫铁矿、铁矿开采、浮选销售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东矿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审计数

2015

年三季度数

资产总额

1,407,968,012.37 1,508,772,224.09

负债总额

367,947,570.50 318,156,426.74

其中

：

银行借款

212,000,000.00 169,000,000.00

流动负债合计

364,678,122.39 314,873,903.35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

预计负债

) 2,979,578.94 3,008,182.92

净资产

1,040,020,441.87 1,190,615,797.35

营业收入

654,328,998.68 428,675,357.57

利润总额

407,826,337.81 169,150,148.42

净利润

351,151,246.69 143,519,893.29

东矿的银行信用评级为AAA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市分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东矿为本公司主要业务的全资子公司，对其在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系东矿

正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要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有利于控股子公司提高资金周转

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东矿经营情况良好，为其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制的范围之内，并且公司将采取一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担保风险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的累计发生额为0元。

六、备查文件

1、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武滨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李蓥

郑继德 董事 因工作原因 马可辉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英特集团 股票代码

0004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包志虎 裘莉

办公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

·

江南大道

96

号

·

中化大厦

12

楼

杭州市滨江区

·

江南大道

96

号

·

中化大厦

10

楼

传真

0571-85068752 0571-85068752

电话

0571-85068752

、

85067873 0571-85068752

、

85067873

电子信箱

bao_zhihu@sina.cn qiuli@sinochem.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浙江省医药流通行业区域龙头企业之一，主要从事药品、医疗器械批发及零售业

务，业务涵盖药品销售、中药材销售、医疗器械销售三大板块，其他包括仓储运输和房屋租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15,466,436,916.07 14,073,811,135.61 9.90% 12,369,304,35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758,646.51 65,447,137.92 5.06% 74,090,25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938,026.03 59,622,294.01 10.59% 56,592,626.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36,215.49 88,049,363.70 7.14% 75,720,996.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3 0.32 3.13% 0.3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3 0.32 3.13%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2% 11.38% -0.66% 14.67%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总资产

6,124,973,797.98 5,211,120,731.96 17.54% 4,797,608,84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3,957,432.77 608,427,136.37 10.77% 542,185,437.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89,601,103.97 3,804,255,276.77 3,943,564,003.82 3,929,016,53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25,845.05 18,267,546.09 20,147,167.99 13,518,08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43,643.28 17,583,972.02 18,534,829.17 13,275,58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732,940.96 600,963,903.24 -523,573,621.10 871,678,874.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18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3,05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54% 44,691,447

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2% 24,102,000

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27% 13,006,263

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0% 10,996,502

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10,144,141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 6,695,226

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6,686,38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3% 4,007,403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 3,737,230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

红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6% 3,656,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

、

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2

、

浙江华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浙江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浙江省国

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3

、

除上述情况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全体员工砥砺同心，围绕“内涵式增长、外延式扩张、

整合式发展、创新式提升”的战略路径，继续保持了快速稳健发展的态势。

1、经营开拓

推动母子公司统分结合的一体化运营体系建设，业务网络不断向基层延伸，省内分销网

络布局日趋完整。大力开展市场准入项目和终端助销项目，有效提升了服务价值。通过与院办

药店、联合门诊合作，开展DTP药房服务，获得了大病医保特殊用药定点资质；有效提升煎药

业务，大力拓展中药饮片业务，带动中药板块销售收入快速增长；通过引进疫苗新品种，拓展

高值耗材业务、康复理疗产品业务，实现了生物制品与医疗器械板块的快速增长。运用互联网

思维，全力运作“钱王参茸”微信公众平台与“钱王参茸” 微店，开展线上营销服务模式；通过

实施文化合作项目，实现由单一产品买卖合作向管理理念、价值观认同的全方位合作关系转

变。

2、资产重组

为进一步理顺公司股权关系，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公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拟向华资

实业、华辰投资定向发行股份，华资实业、华辰投资以其持有的合计50%的英特药业股权作为

对价购买本次拟发行的公司股份。2015年5月28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获得董事会的同

意。2015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的《关于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

组有关问题的批复》。2015年12月16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15�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

3、短融发行

为进一步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财务费用，公司积极利用银行间市场进行融资，2015年9月

公司成功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为5亿元人民币，有效

节省了财务成本。

4、物流建设

公司持续在省内布局物流建设，实施多库联动战略。报告期内，金华库、温州库的主体工

程进展顺利，工程安全、质量、进度、投资控制符合公司相关要求。

5、管理提升

根据政策与行业情况变化，结合公司自身特点与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司制定了2016-2025

年中长期发展规划。在日常管理中，公司启动了节能降耗、费用控制等提升项目，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

6、信息化建设

公司始终坚持“分销、物流、电子商务一体化” 的信息化战略目标，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

强化药品经营电子商务平台的一体化，整合企业上、下游资源及企业内部资源的协同运营，初

步建立了一体化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持续完善呼叫中心功能，优化呼叫中心服务质量体系。公

司下属英特怡年药房于2015年7月获得了电子商务B2C资质，并借助天猫平台开展B2C业务运

营。

7、质量管理

公司秉承“质量为天，诚信为本” 的质量方针，以保障人体用药安全为已任，不断完善质

量管理体系，以监督为核心，以培训为重点，强化管理，落实责任、控制风险，全面落实新版GSP

的各项要求，确保用药安全。

8、风险控制

加强风险管控，实现集团范围内各经营单位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对接覆盖，强化信用风险

管理，实现客户分类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推动信用审批管理信息化建设，

实现风险可知、可控、可承受。

9、全面预算管理

按照公司组织体系，充分调动各级责任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强化责任意识，加强对各单

元预算执行情况的深入跟踪、分析，形成预算执行与控制的责任体系，保障预算执行的进度和

成效。

10、人力资源管理

完成公司2014年度选人用人情况报告及2015年改进方案；修改英特集团关键岗位管理办

法；起草关键岗位后备推荐工作方案；梳理重点关岗库、优秀关岗后备库、关岗后备库，形成人

才池。组织完成2015年新员工系列培训活动，组织开展关键岗位系统培训课程。开展了五四青

年论坛活动，梳理了青年人才，组建了青年培训师团队。公司推行全员业绩考核，不断完善现

有绩效薪酬管理体系，始终坚持对绩效管理工作进行改进和创新，积极指导、协助子公司完善

绩效管理体系的建设。

11、文化建设

推进文化创效，以“英特梦园” 文化分站创建为切入点，以文化攻坚、青年联谊、团队拓

展、志愿者服务、捐资助学、爱心义卖、健康义诊等系列活动为载体，开展了“三严三实” 专题

教育活动、2015“文化锻造工程” 活动、第二期“英特梦园” 文化分站竞标活动、“圆梦公益”

大型公益营销活动、“有你有力量” 第三届职工运动会等，积极推动特色文化体系建设，丰富

员工业余文化生活。构建多元化宣传网络，宣传公司企业文化，以文化融合促进公司和谐发

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药品销售

14,324,678,540.70 717,445,828.40 5.01% 8.06% 3.99% -0.19%

中药销售

461,521,922.17 62,490,249.69 13.54% 48.39% 13.27% -4.20%

医疗器械销售

620,457,196.01 57,681,590.93 9.30% 34.53% 25.63% -0.65%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

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2户，系新设子公司。

1、根据本公司与杭州磊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由浙江英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出资765.00万元 （其中货币出资479.00万元， 非货币财产出资286.00万元，占

63.75%股权），杭州磊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出资435.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93.00万元，非货币

财产出资242.00万元，占36.25%股权），共同设立浙江英磊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英磊联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办妥工商营业执照，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

财务报表范围。

2、浙江英磊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杭州宝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由浙

江英磊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 （占100%股权）。 杭州宝勋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5年7月7日办妥工商营业执照，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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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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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4月4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了召开八届二次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6年4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委托其他董事出席会议的董事2人（董事郑继德先生因工作原因

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马可辉先生出席会议；独立董事武滨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亲自

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蓥女士出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冯志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计，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758,646.51元，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

润为-145,119,698.99元。

为推进实施浙江全省医药物流平台战略布局，公司正在温州、金华等地投资建设医药物

流中心，与现有的杭州物流中心、宁波物流中心一起构建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进一步

发挥物流平台与分销网络的协同效应，实现品种统一采购、物流统一配送、信息统一管理、资

金统一结算，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以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

力，近几年需要较大规模投资；同时考虑到尽管公司2015年度盈利，但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仍为

负值，未达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条件，为公司长远发展需要，2015年度利润拟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就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披露在同日

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薪酬考核分配方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独立董事就高级管理人员2015年度薪酬考核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披

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六、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就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及独立董事意见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2015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同意9票、

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合计96万元（不包含差旅食宿费，差旅食宿费按实支付）。

独立董事就续聘201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

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采用个别认定法对应收浙江亿升药业有限公司账款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44,

301.15元。

独立董事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核销2015年度长期股权投资 （凯地国际有限公司） 资产减值准备2,495,940.00

元。核销金额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相等，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无影响。

独立董事就核销资产减值准备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独立意见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十一、审议通过了《暂不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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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次监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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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4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了召开八届二次监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6年4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缺席会议的监事0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吴建华女士主持，

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计，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8,758,646.51元，母公司报表中未分配利

润为-145,119,698.99元。

为推进实施浙江全省医药物流平台战略布局，公司正在温州、金华等地投资建设医药物

流中心，与现有的杭州物流中心、宁波物流中心一起构建英特药业公共医药物流平台，进一步

发挥物流平台与分销网络的协同效应，实现品种统一采购、物流统一配送、信息统一管理、资

金统一结算，为上下游客户提供多功能、一体化的综合服务，以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

力，近几年需要较大规模投资；同时考虑到尽管公司2015年度盈利，但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仍为

负值，未达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条件，为公司长远发展需要，2015年度利润拟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英特集团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无异议，认为英特集团2015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同意董事会出具的英特

集团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相关内容披露在同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采用个别认定法对应收浙江亿升药业有限公司账款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244,

301.15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同意公司核销2015年度长期股权投资 （凯地国际有限公司） 资产减值准备2,495,940.00

元。核销金额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相等，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无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6-008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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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会内容

公司于2016年4月16日发布了2015年年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公司经营

业绩、财务状况、公司治理等相关情况，加强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互动，公司决定举办2015�年

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二、说明会时间和方式

1、活动时间：2016年4月25日（星期一）14:00—16:00

2、召开方式：利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登陆http://irm.p5w.net参与公司2015年度业绩说明会。

三、公司出席人员

公司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独立董事（至少一名）、董事会秘书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6日

2016年 4月 16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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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8� � � �证券简称：中钢国际 公告编号： 2016-46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变更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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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解除股权质押并重新质押的原因是原质押合同对应的授信主合同发生变更。

2.�本次股东股权质押涉及的质押人、质权人、质押股份性质、质押股数等未发生改变。

2016年4月15日，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本公司股东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钢集团"）、 中国中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股份

"）、中钢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钢资产"）发来的通知函，中钢集团、中钢股份、

中钢资产分别将其已质押的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解除质押并重新质押相关手续， 并于2016年4

月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登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前次股权质押情况

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分别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32,756,385股、 56,425,312股、

998,787股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上述股权质押已于2015年3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3月26日公告的《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变更情况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7）。

二、本次股权质押解除及重新质押情况

因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安定门支行签署的

上述股权质押合同对应的授信主合同发生变更，中钢集团、中钢股份、中钢资产于2016年4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并于同日办理了新

的质押登记手续，质押人、质权人、质押股份性质、质押股数等不变。

截至本公告日，中钢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31,025,539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0.39%，其已累积质押股份总数为 65,512,7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20%；中钢

股份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25,701,248股，均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5.13%，其已累

积质押股份总数为112,850,62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7.56%；中钢资产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995,149股，均为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62%，其已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1,997,

574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31%。

特此公告。

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58� � � �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1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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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 和《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 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苏政办发 〔2015〕98号） 等文件要求， 公司于2016年4月对原营业执照 （注册号：

320400400015358）、 组织机构代码证 （证号 ：77379781-6）、 税 务 登 记 证 （证 号 ：

320400773797816）进行"三证合一"。

公司于4月1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773797816G

名称：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江苏武进经济开发区延政西路腾龙路1号

法定代表人：蒋学真

注册资本：1066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26日

营业期限：2005年05月26日至******

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用各种散热器铝管、蒸发器铝管和空调管组件、汽车热交换系统空调

管路总成、汽车热交换系统连接管、汽车热交换系统附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自产产

品及提供售后维护服务、咨询服务；从事汽车零部件的国内采购、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93� � � �股票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6-043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去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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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总裁薛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4月

12日去世。

薛建先生在任职公司高管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作为公司高管应尽的职

责和义务，为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薛建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努力

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全体员工对薛建先生的病逝致以沉痛哀悼！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全体员工将继续致力于公司稳定和发展，目前公司经营活动

正常。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86� � �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2016-012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井上哲也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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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15日收到董事井上

哲也先生的书面辞呈，其因自身工作安排原因，特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井上哲也先生的辞职未导致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对井上哲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 并在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600061� � � �证券简称：国投安信 公告编号:2016-032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披露2015年第二期次级债券2016年

付息公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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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于2015年4月24日发行的

安信证券2015年第二期次级债券（以下简称"本期次级债券"），债券简称：15安信02，债券代码：

123086，将于2016年4月25日支付自2015年4月24日至2016年4月23日期间的利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6年4月22日，付息日为2016年4月25日。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次级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 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国投安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43� � �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6-029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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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孙

佃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孙佃民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会下设

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孙佃民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2016年4月15日送达董事会时生效。此次公司董事

孙佃民先生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孙佃民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公司董事会对孙佃民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和董事会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5日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2016-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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