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兴业定期

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

公告

根据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基金销售

代理协议, 本公司新增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旗下兴业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兴业定开债券，基金代码：000546）的代销机构。

一、自2014年2月26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上述代销机构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

业务。 投资者在代销机构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网站：http://www.csc108.com

2、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61

网站：http://www.cib-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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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308

证券简称：应流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07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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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将届满。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

举杨浩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出的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其余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2月26日

附：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浩先生：198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曾任安徽应流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预算管理部副经理，现任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

证券代码：

002529

证券简称：海源机械 公告编号：

2014-005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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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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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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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89,080.07 250,112,626.57 0.99%

营业利润

-4,388,308.16 1,395,455.00 -414.47%

利润总额

8,627,877.69 8,576,718.50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7,164.04 7,070,659.14 23.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70% 0.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118,428,446.55 1,083,664,274.16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97,500,032.19 992,934,329.63 0.46%

股本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6.23 6.21 0.3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公司部分主营业务产品的下游市场增长也处于低速复

苏的过程。 在此背景下，公司液压压机产品的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基本与2012年持平，合并

报表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

2、公司营业利润较2012年下降了414.47%，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源新材料” ）仍

处于建设期，前期费用投入较大，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了较大影响。

（2）由于对海源新材料的持续投入，以及2013年对福建海源三维打印高科技有限公

司和福建易安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两家参股公司的投资， 公司2013年货币资金支出金

额较大，银行存款余额同比下降，导致2013年财务费用较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对公司

利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公司及海源新材料2013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有所增加，对公司利润产生了一

定的积极影响。 关于公司及海源新材料2013年度收到的政府补助及会计处理，具体内容详

见2013年8月20日、2014年1月3日刊载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全资子公司福建海源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收到政府扶持资金的公告》 及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编号

2013-046、2014-001）。

以上因素综合使得公司2013年度营业总收入同比上升了0.99%， 利润总额同比上升

0.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分别上升23.43%和25%。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增加23.43%， 与公

司2013年第三季度季度报告中所做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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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合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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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源自动化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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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农业银行、前海汇联

定投业务及参与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农业银行” ）、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汇

联” ）协商，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前海开源

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423，以下简称

“本基金” ） 在上述代销机构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以下简称 “定投业

务” ），并参与上述部分代销机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开通定投业务

1、开通时间及代销机构

自2014年2月28日起，本基金开通农业银行、前海汇联对于本基金的定投

业务。

2、定投业务细则

详见农业银行、前海汇联的有关定投业务实施细则。

3、定投扣款金额

投资者应与以上销售机构约定基金份额的每期扣款金额， 该金额应不低

于销售机构规定的最低定投金额：

机构名称 每期定投申购最低扣款金额

农业银行

100

元

前海汇联

100

元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机构名称 定投申购费率折扣 特定渠道申购费率折扣

农业银行 开通定投但无费率优惠 无费率优惠

前海汇联 网上交易平台

4

折 网上交易平台

4

折

投资者通过以上销售机构定投申购或按照相应途径申购前海开源事件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费率享有上述折扣优惠，但优惠

后申购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低于0.6％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本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

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农业银行、前海汇联优惠活动自2014年2月28日起，不限期。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前海汇联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

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相关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投资

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

机构名称 网站地址 客服电话

农业银行

www.abchina.com 95599

前海汇联

www.flyingfund.com.cn/ 0755-36907366

四、重要提示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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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

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

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增加农业银行、前海汇联、中金公司

为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 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前海汇联”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2014年2月28日起，农业银行、前海汇联、中金公司将

代理销售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

称：前海开源事件驱动混合，基金代码：00042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公司网址：www.abchina.com

2、深圳前海汇联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福田区金田路2028号皇岗商务中心4楼

电话： 0755-32838888-6200

公司网址：www.flyingfund.com.cn/

3、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客户服务电话：010-65051166

公司网址：www.cicc.com.cn

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1-666-998

网址：www.qhkyfund.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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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基金的

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本基金以1元初始

面值开展基金募集，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

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JS-2014-00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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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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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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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63,656.50 155,512,807.44 12.06%

营业利润

40,323,646.21 45,012,616.78 -10.42%

利润总额

51,048,821.99 55,334,543.00 -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613,360.68 55,207,761.44 -8.32%

基本每股收益

0.36 0.4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8% 12.28% -4.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383,017,003.23 940,989,172.52 4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67,793,794.69 632,245,454.03 5.62%

股本

138,680,000.00 138,68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4.82 4.56 5.70%

注：以上数据均已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整体经营情况和财务

状况较好。 本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如下：

1、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实现营业总收入174,263,656.5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2.06%, 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大量并购

林木资产，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实现利润总额51,048,821.99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7.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613,360.68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8.32%，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大量利用贷款收购林木

资产，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期初增长46.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较期初增加5.6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增加

5.70%，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大量收购林木资产。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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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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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694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09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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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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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177,136.13 150,903.18 17.38

营业利润

（

万元

）

9,688.96 13,285.41 -27.07

利润总额

（

万元

）

10,879.54 13,809.66 -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9,207.90 11,320.10 -18.6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3 0.79 -3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04 16.91 -7.8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269,173.91 179,557.50 4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102,752.98 101,440.43 1.29

股本

（

万股

）

17,280.00 14,400.00 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5.95 7.04 -15.59

注： 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7,136.13万元， 同比上年增长17.38%； 利润总额10,

879.54万元， 同比减少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207.90万元， 同比减少

18.66%。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69,173.91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49.91%，主要系公司经营规模

扩大，银行贷款增加及盈利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2,752.98万元， 比报告期初增长

1.29%，主要系公司2013年盈利及派发2012年现金红利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17，280.00万元，比报告期初增长20%，主要系公司实施2012年年度

权益分配方案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95元， 比报告期初减少15.59%，主

要系公司实施2012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股本扩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 预计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20%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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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7.9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减少18.66%。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与前次

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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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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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705

证券简称：新宝股份 公告编码：（

2014

）

006

号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业绩快报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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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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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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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711,938.46 4,923,819,156.48 2.39%

营业利润

244,715,676.54 208,937,798.13 17.12%

利润总额

257,449,464.57 239,692,842.08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2,272,556.37 179,772,331.65 6.95%

基本每股收益

0.53 0.49 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5 16.17 -0.8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总 资 产

3,390,104,312.10 2,900,675,064.95 1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321,150,793.85 1,183,688,119.91 11.61%

股 本

366,001,200.00 366,001,2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3.61 3.23 11.76%

注： 基本每股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按照发行前股

本366,001,200股计算， 按照发行后总股本442,001,200股计算的基本每股

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013年度分别为0.44元和2.99元，

2012年度分别为0.41元和2.68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4,171.19万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2.39%；

实现利润总额25,744.95万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7.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实现19,227.26万元，较2012年同期增长6.95%。

1、报告期内，公司依据订立的战略目标，以客户评价为核心，以产品质量

为保证，持续加大新产品投入力度，积极部署国内内销市场，推进Donlim品牌

发展，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和生产效率、坚持订

单选择策略、采用报价和调价策略，同时因原材料价格有所下降，公司利润实

现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3年度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2014年

1月20日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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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 26日

证券代码：

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3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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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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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年度报告披露的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349,625,914.90 1,170,783,846.74 15.28%

营业利润

50,120,503.80 73,417,713.56 -31.73%

利润总额

62,474,309.48 87,785,439.20 -2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493,810.95 84,644,688.06 -32.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5 1.15 -43.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16.31% -9.9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317,359,507.18 1,236,532,009.6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3,913,219.55 886,285,901.07 3.12%

股本

88,000,000.00 88,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0.39 10.07 3.18%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本报告期内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但计算2012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时， 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按公司上市前和上市后的股份数加权平均计

算， 造成了本报告期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同比变动幅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不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公司2013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1,349,625,914.90元， 同比增长

15.28%；实现营业利润50,120,503.80元，同比下降31.73%；实现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7,493,810.95元，同比下降32.08%；基本每股收益为0.65元，

同比下降43.48%。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由于鲜活原料鱼采购价格以及豆粕、

菜粕等水产饲料原料价格的出现较大幅上涨且维持在较高水平， 对公司水产

饲料产品成本及出口水产品的成本造成不利影响， 虽然公司适时提高了产品

的销售价格，但是由于销售价格的调整滞后于原料价格的上涨，同时在水产饲

料销售价格及罗非鱼食品出口销售价格上涨幅度小于公司成本上升幅度的情

况下，公司的总体毛利率受到了一定影响。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在建项目较多，

导致了报告期管理费用增幅较大，也影响了全年的营业利润和净利润指标。

（二）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1,317,359,507.18元，较期初增长了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13,913,219.55元，较期初增长了3.12%；

每股净资产10.39元，较期初增长了3.18%。由于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2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6,400,000.00元，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的增长率形成了一定影响。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预计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20%-4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749.38万元，同比下降32.08%，符合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所预计的

业绩范围。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孙忠义、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欧顺明、会

计机构负责人莫素军签字并盖章的2013年度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08]38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SAC）基

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2009]97号）的有关规定，汇丰晋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5日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证券“鱼跃医疗”（股票代码002223），“新华医疗”（股票

代码600587），“奥飞动漫”（股票代码002292），“三诺生物”（股票代码

300298），“梅花伞”（股票代码002174），“翰宇药业”（股票代码300199），

“飞利信”（股票代码300287）以及“掌趣科技”（股票代码300315）进行估

值。经托管行复核，其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合计比

例超过0.25%的基金为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动态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按照有关

规定和本公司的估值政策，经与托管银行商定，对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汇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停牌证券的估值方法也一并进行调整。即：自2014

年2月25日起，本公司对旗下汇丰晋信龙腾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动

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信科技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汇丰晋

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汇

丰晋信消费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停牌证券采用 “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 在上述停牌证券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本公

司将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

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hsbcjt.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21-20376888)了解基金份

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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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

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

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

虑、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11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14-06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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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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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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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718,710.32 2,339,454,972.91 6.94%

营业利润

121,626,637.12 218,207,807.56 -44.26%

利润总额

152,604,577.19 217,731,836.50 -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998,430.57 158,908,625.05 -25.7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38 0.51 -2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7.43% -2.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534,542,049.76 3,425,754,979.87 3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84,387,524.29 2,202,206,957.32 3.73%

股本

312,000,000.00 208,00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7.32 10.59 -30.88%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2013年 6月 27日，公司实施了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本增至

31,200万股，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稀释后的股本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公司本年度营业收入为250,171.87万元,比去年上升

6.94%，主要是募投项目产能逐渐释放，销售收入增加。公司本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799.84万元，比去年下降25.74%，主要原因是：为

争取市场占有率，市场投入增加，及促销力度加大所致。

2、项目波动说明：

（1）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4.26%；利润总额较上年同

期下降了2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5.74%；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了25.49%。上述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为争取市场

占有率，市场投入增加，及促销力度加大所致。

(2）报告期内,�股本较上年同期上升了50%，股本变动主要是公司于2013

年6月27日实施了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总股

本20,8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1.5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3年10月23日披露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化幅度为：-3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业绩预告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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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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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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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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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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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957,633.80 2,978,570,323.20 32.65%

营业利润

408,012,160.83 191,746,976.34 112.79%

利润总额

435,576,765.08 222,636,355.56 9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997,571.77 188,662,710.95 92.9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05 0.55 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5.39% 16.19% 9.2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3,606,855,265.13 2,811,357,044.13 2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80,671,567.08 1,244,583,811.35 35.04%

股本

359,836,000.00 343,520,000.00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67 3.62 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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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950,957,633.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65%；营业

利润408,012,160.8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12.79%，利润总额435,576,765.08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9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3,997,571.77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92.94%；每股收益1.0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0.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拓展

顺利，主要产品销量和毛利率同比增长，导致收入的增长和利润的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3,606,855,265.13元，

较本报告期初增长了28.30%，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新工厂的陆续建设所致；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680,671,567.08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了35.04%，主要是报告

期公司股权激励发行新股及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3年10月30日发布的《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对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为：预计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80%～1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63,997,571.7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94%，在前次业绩预计的范围之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卫国、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颖和会计机构负责人徐玮签字

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