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35� � �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17-019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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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为股份”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2864号），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7,000,000

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34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33,18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4,18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99,0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

299,000,000.00元以及尚未划转的发行费用12,180,000.00元共计人民币311,180,000.00元已于

2016年12月21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帐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6年12�月21日出具了天健验〔2016〕3-170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016年12月29日， 公司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高新区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7年1月13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惠州同为

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因全资子公司惠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公司视频监

控录像设备建设项目、数字监控摄像机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三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特使用募集资金27,820万元增资惠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增资的募集资金分别存储于惠

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17年1月20日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

2017年1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置换资

金总额为7,286.63万元。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基本情况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资金用途

1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华润城支行

751068299384

视频监控录像设备建设项目、数字监控摄像机建设项目以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说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润城支行隶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

支行。

鉴于公司上述账户的全部资金以增资形式转至惠州同为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此专项账户不再使用，公司已办理完毕注销手续。在专项账户注销后，公司、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729� � � �股票简称：好利来 公告编号：2017-002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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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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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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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81,872.13 156,938,258.93 -2.01%

营业利润 23,837,145.13 34,351,946.79 -30.61%

利润总额 24,751,788.64 34,620,327.75 -28.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404,898.01 29,713,484.52 -2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45 -2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1% 7.86% -2.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33,326,946.67 512,382,084.25 -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03,899,347.95 387,988,712.08 4.10%

股 本 66,680,000.00 66,680,000.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06 5.82 4.12%

注：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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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378.19万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2.01%； 营业利润2,383.71万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0.61%；利润总额2,475.18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8.51%；净利润2,140.49万

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7.96%；基本每股收益0.32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8.89%。营业收入及利润下

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①受宏观环境影响，公司下游市场需求放缓，订单有一定比例的下

降。②行业竞争加剧，公司针对部分客户、部分产品的销售单价有所下调。③公司搬迁至新办公

楼及厂房后，折旧、税金等显著增加，影响公司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43,332.69万元，较上年末下降15.43%，主要为归还银行贷款所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0,389.9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6.06元，分

别比上年末增长4.10%和4.1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6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5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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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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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2017-002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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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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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对

具体财务数据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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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3,936,630.77 555,185,320.48 -11.03

营业利润 6,127,423.85 1,203,797.95 409.01

利润总额 14,632,106.49 29,353,493.49 -5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1,336.22 6,497,280.96 -1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84% -0.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22,564,073.77 1,924,961,848.44 -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37,333,721.07 781,579,262.93 -5.66

股本 503,332,800.00 503,332,8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46 1.55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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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393.66万元，同比减少6,124.87万元，下降11.03%；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0.13万元，同比下降15.33%。主要系：

（1）钢结构板块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特殊区域形势影响，2016年订单、产量较以往

年度大幅度降低；公司在2015年起实施钢结构业务紧缩战略，减少或不再承接资金占用周期较

长、利润率较差、客户资信较差的订单，因此钢结构业务收入及利润较以往年度有所下降；

（2）燃气板块也同时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特殊区域形势影响，导致工业用气销售

产能未能完全释放，工业用气利润未达到预期；

（3）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有所增加。

2.变动幅度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本期较上期增加492.36万元，增长409.01%，主要系本期公司为了盘活资产，

将持有的新疆天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增加利润所致。

（2）利润总额本期较上期减少1,472.14万元，下降50.15%，主要系①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

有所增加； ②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有所增加； ③钢结构板块收入本期较上期有所下降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10月24日披露的《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6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区间为500—8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

绩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0.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33%，与已披露的2016年

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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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对

具体财务数据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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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65� � �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2017-08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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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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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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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399,724.97 555,893,651.77 -1.17%

营业利润 62,945,063.18 13,396,161.19 369.87%

利润总额 73,328,143.96 20,861,773.22 25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860,383.54 17,612,603.35 251.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3 0.09 2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0% 1.58% 3.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73,318,351.17 1,202,988,458.88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72,902,662.37 1,115,422,424.89 5.15%

股本 187,000,000 187,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27 5.96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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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9,399,724.9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7%；营业利润62,945,

063.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9.87%；利润总额73,328,143.9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1.50%；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860,383.5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1.23%；基本每股收益0.33元，同

比增长266.67%。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环氧乙烷产销倒挂较大，为避免更大的亏损，公司环氧乙烷装置开车运行

时间较短，导致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2）报告期内，牛磺酸市场供应偏紧，价格逐步回升，公司抢抓机遇，及时调整生产经营

策略，释放富余产能，牛磺酸价格及销量均有所增长，毛利率上升，以致公司利润水平大幅增

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6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比增长200%�至25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同

比增长251.23%,比前次业绩预计的最高值超出1.23%，主要是第四季度牛磺酸销售价格进一

步上涨，产品毛利率提升所致。

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6年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

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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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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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94� � � �证券简称：武汉凡谷 公告编号：2017-005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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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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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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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5,358,343.49 1,771,183,446.67 -5.41%

营业利润 -36,195,865.04 86,217,349.27 -141.98%

利润总额 -20,956,391.95 91,505,504.74 -1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032,778.93 75,034,095.60 -148.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3 -1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 3.70% 下降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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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150,012.32 2,496,339,255.87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126,916,305.32 2,042,486,334.62 4.13%

股本 564,669,722.00 555,880,000.00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7667 3.6743 2.5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全球移动运营商的资本开支相对平稳，公司积极与现有国内外战略合作及核

心客户进行深度协同和密切沟通，荣获了华为2016年“The� Excellent� Core� Partner” 、“优秀

供应协同奖” 、“质量改进奖”等荣誉，在客户Commscope处的销售实现了突破。

报告期公司产销量较上年略有上升，但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公司产品平均售价较上

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导致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下降5.41%。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行运营管理、技术工艺创新和改革，以提升管理效率，提高自动化

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和物料采购成本。然而，近年来，由于公司持续加大固定资产方面的投

入，新增的固定资产使报告期内的折旧费用同比增加近2000万元；同时，为提升研发水平，实

现技术升级和新业务布局，公司持续引进了大量优秀的技术人才，导致了公司研发投入同比

增加约1700万元。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同比上年有较大下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167,535.83万元， 相比上年177,118.34万元下降了

5.41%；营业利润为-3,619.59万元，相比上年8,621.73万元下降了141.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3,603.28万元，相比上年7,503.41万元下降了148.02%。

（二）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分别较上年末增长6.56%、4.13%、1.58%和2.5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非

公开发行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00万

元～-3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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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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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27� � � �证券简称：华舟应急 公告编号：2017-004

湖北华舟重工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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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所载2016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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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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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562,680.08 1,720,561,237.40 13.89%

营业利润 173,302,054.20 150,944,171.79 14.81%

利润总额 180,227,398.75 153,525,284.13 1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025,999.61 135,892,060.30 1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3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6% 15.77% -0.9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99,992,698.53 2,582,391,774.98 3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789,352,584.37 917,556,007.22 95.01%

股本 462,700,000.00 347,000,000.00 3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87 2.64 46.59%

注：1.以上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

每股净资产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损益）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2016年，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装备制造业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通过公司上下共同

努力，实现营业总收入1,959,562,680.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89%；营业利润为173,302,054.20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81%；利润总额为180,227,398.7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39%，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5,025,999.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08%。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1）2016年度公司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和海外工程业务收入增

加，带来销售收入与净利润增长；2）公司本报告期上市后，募集资金因素导致净资产增加，使

得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

2、财务状况

截止2016年年末，公司财务状况保持良好。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3,399,992,698.53元，较

期初增长3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789,352,584.37元，较期初增长9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87元，较期初增长46.59%。公司增长较快，主要由于公司

于2016年成功上市， 募集资金导致； 由于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并上市， 公司股本由期初的347，

000，000股增长为462，700，000股，增长了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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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1、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具体数据将在2016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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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特此公告。

湖北华舟重工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92� � �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公告编号：2017-014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补充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2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告编号：2017-011），根据交易所监管要求，现就上述公告补充

说明如下：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五条规定"货应当按照成

本进行初始计量，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要求企业对存货以实际成

本为计量基础。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财会[2013]17号）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不得以计划

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等代替实际成本。企业采用计划成本、标准成本、定额成本等类似

成本进行直接材料日常核算的， 期末应当将耗用直接材料的计划成本或定额成本等类似成

本调整为实际成本。

公司采用标准成本法进行日常核算，月末根据差异率进行差异分配，将标准成本调整为

实际成本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规定。

本期成本差异率＝（期初结存成本差异＋本期发生成本差异）/ （期初结存标准成本＋

本期发生标准成本）。

本期成本差异分配调整期末存货成本的金额＝期末结存标准成本*本期成本差异率。

本期成本差异分配调整本期销售成本的金额＝本期销售商品的标准成本*本期成本差

异率。

2、由于公司过去并未对存货制定标准成本，对各期期初的存货价值无法按标准成本重新

计算，确定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累计影响数并不切实可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规定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对列报前期影响数不

切实可行的，应当从可追溯调整的最早期间期初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在当期期初确

定会计政策变更对以前各期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因此，存

货的成本核算方法由"实际成本法"改为"标准成本法"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因为公司的财务核算系统由金蝶K3升级为SAP系统，对会计核算结

果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等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

财务报表产生影响，对2017年度财务数据产生影响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业务范围为公司的成本核算业务， 能更恰当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除上述补充内容之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股票代码：002728� � � �股票简称：特一药业 公告编号：2017-007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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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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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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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85.68 51,654.00 26.97

营业利润 10,043.83 9,176.79 9.45

利润总额 10,539.61 9,525.19 10.6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9,477.70 8,110.53 1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7 0.41 14.6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1.21% 10.53% 0.6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60,318.82 159,808.38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8,657.39 80,429.88 10.23

股 本 20000.00 2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4.43 4.02 10.20

注：以上为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6年，公司围绕年初的经营计划，在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品牌建设和营销网络及队伍建

设等方面进行了内部资源的整合。 经过内部资源整合， 促进了内部管理分工明晰和协作高

效，公司产品的产销得到优化，品牌定位更为清晰，销售政策实现了统一，初步实现了公司的

供、产、销“一体化” 经营，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实现了营业收入65,585.68万元，同比增

长26.97%，净利润9,477.70万元，同比增长16.86%的经营业绩。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6年度的业绩预计为:“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15%至15%，2016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6,893.95

万元至9,327.11万元” 。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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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特一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49� � �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1号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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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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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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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26.30 60,502.00 1.53%

营业利润 16,285.25 13,762.87 18.33%

利润总额 16,481.29 15,688.90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52.86 13,381.39 5.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7 1.88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8% 19.02% -2.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448.96 91,013.24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719.60 83,166.74 7.88%

股本 7,500.00 7,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1.96 11.09 7.84%

注：上述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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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公司保持了健康平稳的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1,426.30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52.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02%。

2、2016年末总资产99,448.96万元，较期初增长9.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719.60万元， 较期初增长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1.96元， 较期初增长

7.8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6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

2016年度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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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2月24日

股票代码：002743� � �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7-007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设立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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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2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一）》、《公司关于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二）》，同意公司在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分别以自有资金12,000万

元设立安徽富煌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以自有资金10,800万元设立安徽富煌木业有限公司。具

体内容详见2017年2月16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号、2017-05号）。

近日，上述全资子公司完成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巢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1、全资子公司一：

公司名称：安徽富煌门窗幕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MA2ND1K61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胡浩然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2日

营业期限：2017年02月22日至2037年02月21日

经营范围：塑钢门窗、合金材料门窗、防盗门、铝木窗、系统窗、卷闸门、伸缩门、金属防盗

网、栏杆护栏、幕墙的设计、加工、销售、安装、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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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全资子公司二：

公司名称：安徽富煌木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81MA2NCTYD9C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世国

注册资本：壹亿零捌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7年02月20日

营业期限：2017年02月20日至2037年02月19日

经营范围：木门、免漆门、木地板、酒店家具、办公家具、木楼梯、酒柜、衣柜、木线条、木饰面、

装饰面材料及其他木制品设计、加工、销售、安装及出口（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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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