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5-00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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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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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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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97.04 169,746.77 -8.39%

营业利润

3,310.38 7,655.65 -56.76%

利润总额

3,507.76 8,068.31 -56.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38.61 7,019.09 -55.2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330 0.0731 -54.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3.00% -1.68%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04,038.34 435,104.87 -7.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38,100.00 236,884.28 0.51%

股 本

96,000.00 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48 2.47 0.41%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55,497.0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8.39%，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价格略有下降，同时产品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310.3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76%；利润总额3,

507.7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38.61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55.28%。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1）受传统工业行业市场持续低迷及桥梁、场馆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导致公司利润下

降。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65%，毛利减少7,752.40万元，其中：缆索

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3.94%， 毛利减少1,796.79万元； 钢拉杆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2.88%，毛利减少2,105.78万元；钢丝绳及钢丝绳索具毛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4.14%，同时

销售收入减少2,942.54万元，导致毛利减少2,550.33万元。

3、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提升盈利能力。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未发生增减；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48元，同比去年增长0.4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披露了2014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

营业绩与修正后的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付强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俊茹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5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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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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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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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8,271,922.36 1,119,043,899.41 -15.26

营业利润

-149,210,958.80 15,599,485.21 -1056.51

利润总额

-151,785,612.42 66,049,284.65 -32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1,079,421.39 61,034,695.52 -347.5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2 0.17 -347.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2% 4.73% -16.9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

％

）

总 资 产

1,939,607,378.72 1,891,422,877.60 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160,383,886.03 1,312,229,481.19 -11.57

股 本

358,400,000.00 358,4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3.24 3.66 -11.48

注：上述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本期实现营业总收入94827.1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5.26%。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07.9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7.5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宏

观经济增速放缓，受行业产能过剩影响，主导产品处于调整状态，产品销量一路下滑，导致

企业效益大幅降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年12月31日公司在 《关于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补充说明的公告》 中对

2014年度业绩预计的修正说明中预测2014年1-12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亏损13000万元～15000万元，本次公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107.94万元；

预计亏损与本次公告产生差异原因是：2014年12月份，因天然气供应紧张，公司适时

安排设备检修，生产装置低负荷运行，产品生产成本上升，造成公司实际营业销售利润与预

计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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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计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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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03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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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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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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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781,216.24 1,171,727,478.30 64.18%

营业利润

60,902,754.87 18,391,987.31 231.14%

利润总额

62,651,743.67 21,884,350.35 18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502,799.40 17,223,053.01 158.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017 0.0393 15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2.33% 3.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327,737,335.87 1,687,418,663.63 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51,994,697.06 746,763,320.50 0.70%

股本

438,140,000.00 214,000,000.00 10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1.72 3.49 -50.72%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23,781,216.24元，同比上升64.18%；实现营业利润

60,902,754.87元，同比上升231.14%；实现利润总额62,651,743.67元，同比上升186.2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502,799.40元，同比上升 158.39� %；基本每股

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58.78%。

公司2014年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沥青产品销售规模扩大并创历年新

高，道路养护业务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初见成效，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

增幅较大。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2,327,737,335.87元，较年初增加37.95%，主要

是应收账款增加及新增合并子公司所致； 总负债1,434,550,387.25元， 较年初增加

53.59%，主要是本报告期末银行借款增加、应付票据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为751,994,697.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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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4年度经营业

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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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

2015-005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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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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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470,165,777.10 2,074,042,336.81 19.10

营业利润

270,792,925.00 211,911,504.02 27.79

利润总额

274,152,705.87 213,367,766.43 2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0,601,914.84 175,922,949.87 25.40

基本每股收益

0.2610 0.2082 2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57 10.13 -0.56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368,134,642.56 3,415,757,277.77 2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10,631,583.45 2,232,773,674.69 7.97

股本

845,111,200.00 422,555,6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85 5.28 -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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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各项经营计划，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产品开发，提升

以K金珠宝首饰为核心的时尚珠宝首饰产品的竞争力，并完成全面收购菲安妮品牌，经营

业绩取得稳步增长。 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47,016.58万元，同比增长19.10%；营业利润27,

079.29万元，同比增长27.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060.19万元，同比增长

25.40%。 以上业绩增长，主要系公司品牌影响力提升、门店数量增加和公司本年度收购菲

安妮并纳入报表合并范围，增厚收益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27.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同比增长7.97%，主要系2014年下半年起公司将菲安妮纳入合并范围增加总资产以及公

司报告期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10股，股本由422,555,600股增至845,111,200股，2014年末股本较2013年末同比增

长100%，相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46.0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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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为20%至5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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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73

证券简称：国电清新 公告编号：

2015-008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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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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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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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6,794,616.19 765,021,644.55 66.90%

营业利润

306,201,317.15 198,088,391.08 54.58%

利润总额

301,382,957.30 198,698,163.26 5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0,582,935.83 180,022,616.96 50.3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1 0.3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1% 8.30% 3.5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810,821,639.65 3,654,308,708.04 3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421,349,405.15 2,230,576,673.73 8.55%

股 本

532,800,000.00 532,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4.54 4.19 8.3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此数据以总股本53,280万股为基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总资产报告期末为481,082.16万元， 较上年期末增加115,651.29万元， 增长

31.65%。 主要是公司持续推进脱硫脱硝BOT项目及子公司焦油加氢项目建设。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报告期末为242,134.94万元，较上年期末增加19,

077.27万元，增长8.55%。 主要是报告期实现的净利润所致。

3、净利润报告期为27,646.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766.17万元，增长54.62%，主要

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1,177.30万元，营业成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

加34,223.77万元，主要原因是：A、公司新收购脱硫运营业务及脱硝BOT项目陆续投运导

致运营收入和成本增加；B、公司积极拓展建造业务，全年完成产值较上年有较大增长，导

致建造收入和成本增长；

（2）销售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81.01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积极拓展境内境

外烟气治理业务，业务数量规模及人员的增长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长；

（3） 管理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353.13万元，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业务规模增

长，管理人员及相关费用增长所致；

（4）财务费用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914.53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自建BOT

项目逐步投运，借款利息资本化减少，同时超募资金的使用也使利息收入降低；

（5）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718.95万元，主要原因是：业务规模扩大

后应收账款增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的基数增长，导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6）营业外支出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96.73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末处置部

分运营废旧物资损失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 与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4年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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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国电清新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2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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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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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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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286,378.94 286,754,569.25 74.81%

营业利润

95,534,371.87 52,794,946.40 80.95%

利润总额

104,700,701.54 63,471,559.81 6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224,730.47 52,415,182.07 72.1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94 0.32 5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4.99% 0.8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幅度

（

%

）

总资产

2,318,238,133.19 2,037,618,325.93 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93,250,187.50 1,509,489,480.66 5.55%

股本

182,640,000.00 182,64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8.72 8.26 5.57%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01,286,378.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4.81%；实现营业利

润95,534,371.87元，较上年同比增长80.95%；实现利润总额104,700,701.54元，较上年同

比增长64.9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224,730.47元， 较上年同比增长

72.13%。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上

年相比都有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募投项目投产扩大公司产能，订单增加所致；由于报告

期内公司净利润的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有所增加，每股收益较上

年同期有较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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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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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364

证券简称：中文在线 公告编号：

2015-008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价格波动自查情况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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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5�年 2�月 27�日开市起复牌。

一、停牌情况介绍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

（股票简称：中文在线，股票代码：300364）近日涨幅较大，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16日开市起停牌。

二、核查结果

经与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必

要的核实，说明如下：

1、公司未发现前期披露的信息存在需更正、补充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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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与公司

有关的重大事项，也未有处于筹划阶段的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

三、董事会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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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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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关说明

1、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对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过讨

论。

五、 风险提示

1、2015年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公司预计2015年一季度营业收入为4,000万元至5,000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约24%至55%；公司2014年一季度净利润为-1,256万元，预计2015年一

季度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1,100万元。

受结算数据滞后和自身业务特点等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存在季节性波动，

上下半年呈前低后高的特征。公司营业总成本中人员工资支出、版权摊销和研

发费用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使得公司营业总成本上、下半年基本保持一

致。 因此，公司上半年营业利润和净利润占全年比重偏低，公司一季度亦发生

相应亏损。

上述业绩预计情况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 并已于

2015年1月20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披露，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2、对中国移动依赖的风险

中国移动子公司中国移动浙江有限公司是公司的重要客户。 根据公司与

中国移动浙江有限公司签订的主要协议， 公司为中国移动浙江有限公司提供

数字阅读产品和运营服务，2011年-2013年及2014年1-6月合计实现收入分

别为10,262.69万元、8,453.89万元、9,689.25万元及4,835.52万元，占公司当

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6.82%、45.98%、43.97%及45.87%。 中国移动手机

阅读基地作为国内手机阅读业务的主要运营平台和公司的主要客户， 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有重要影响。 如果中国移动手机阅读业务经营状况不佳或者中国

移动浙江有限公司在未来的合作过程中提出解除或者不再与公司续签新的合

作合同，或在合作过程中改变合作模式、降低与公司的结算价格等，都将对公

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产生不利影响。

3、毛利率和业绩下滑的风险

随着数字出版行业的逐步成熟，市场竞争逐渐激烈，公司一方面投入更高

的价格购买版权或支付更高的版权分成比例， 另一方面增加推广费加大推广

力度。 公司营业收入比重超过50%的数字阅读产品毛利率不断下滑从而使公

司的综合毛利率出现下滑。 2011年-2013年及2014年1-6月，公司综合毛利率

分别为56.16%、54.81%、49.77%和41.74%， 虽然综合毛利率水平仍保持较高

的水平，但未来不排除存在毛利率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4、 目前公司市盈率较高，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

5、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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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

公告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股票代码：

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

2015-002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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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2015年2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5年2月17

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俊斌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设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及拟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

此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成功上市，共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34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7.22元，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19,

054,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4,035,281.3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195,019,519.63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加强对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监管， 拟定对此次募集资金净额开设两个专项

账户，各账户信息如下：

1、开户行名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支行

账户名称：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499510100100099745

银行地址：安徽省巢湖市团结路与安成路交叉口

金额（人民币元）：163,995,530.82

用途：重型钢构件生产线二期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2、开户行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分行

账户名称：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349210000018010102239

银行地址：安徽省巢湖市健康西路丽景国际综合楼交通银行

金额（人民币元）：31,023,988.81

用途：高性能建筑钢结构围护构件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及各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该协议的主要

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草案)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成功发

行3,0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1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2,134万元。发行前的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 2015�年2月2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 根据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董

事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及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结果对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生效的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草案）》进行修改，形成上市后使用的《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根据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现办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

等相关事项。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的情况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

年

??

月

??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核准

，

首次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万股

，

于

??

年

??

月

??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第三条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5]194

号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3,034

万股

，

于

2015

年

2

月

17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万元

。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134

万元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2,134

万股

，

均为普

通股

。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2015-007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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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讯飞智

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讯飞智元” ）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22,

787万元人民币对讯飞智元增资，同时将讯飞智元的公司名称由原来的“安徽讯飞智元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变更为“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 上述变更事项已于近日在合肥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前后，各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及比例如下：

名称

增资前的注册资本 拟增加的注册资本

(

万元

)

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金额

(

万元

)

比例 金额

(

万元

)

比例

本公司

12,213 100% 22,787 35,000 100%

合计

12,213 100% 22,787 35,000 100%

截止本公告日，讯飞智元本次增加的注册资本金22,787万元尚未注入，公司将根据讯

飞智元的业务开展情况，以公司的自有资金逐步注入。

2、对外投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总裁审批权

限内，无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无其他交易对手方。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涛

注册资本：3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系统工程、信息服务、建筑智能化

系统、技术培训、楼宇自控、防盗监控、消防报警系统、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

程，景观照明及人工环境工程；电子产品、计算机通讯设备研发、销售，机电设备销售、安装，

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销售；建筑节能产品、教学仪器与装备研发、销售；防雷工程，建筑

节能工程；教育资源信息咨询。 （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件后方可经营）

截止2013年12月31日，讯飞智元总资产为607,148,270.10元，净资产为276,232,

307.35元；2013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32,400,290.97元，净利润 62,807,710.90元。

四、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需要签订投资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讯飞智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此次增资和公司名称变更是为了满足其业务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讯飞智元加快实施智慧城市、信息工程及信息服务等业务的发展规划，并加速

全国市场的拓展。

2、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讯飞智元100%股权，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讯飞智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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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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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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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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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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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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819,679.00 1,253,707,750.78 41.65

营业利润

288,513,030.44 215,736,285.60 33.73

利润总额

443,731,649.56 320,583,992.25 3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5,430,502.83 278,986,167.31 38.1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8 0.37 29.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95% 10.63% 0.3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5,164,153,710.17 4,327,527,439.76 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712,628,262.71 3,310,556,959.43 12.15

股

???

本

802,987,284.00 468,492,900.00 7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62 7.07 -34.6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177,581.9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1.65%，实现营业利润28,

851.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73%，实现利润总额44,373.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8.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43.0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15%。

本期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主要系

语音产业持续发展，公司不断拓展市场规模，主营业务发展良好所致。

年末股本增长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减少

主要系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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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年度经营

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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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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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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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03,194,788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4.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主持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5人，董事刘亚非、张学兵、王全洲、陈世敏、江

华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葵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03,194,788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 于 增 补 公 司 董

事的议案

24,139,742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项议案，该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肇棕、姜启迪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7日

■ 2015年2月27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13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