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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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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的焦作万方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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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购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 ）持有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焦作万方” ，证券代码：000612）不超过1.2亿股的股份（约占焦

作万方总股本比例的9.98%）。

●投资金额：公司拟以不低于8.74元/股的价格受让前述不超过1.2亿股的

股份，且本次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1亿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

1、由于本次中国铝业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焦作

万方1.2亿股股份，其确认意向受让方的原则为： 1）按照意向方报价从高到低

选择受让方，2）意向方报价相同时，认购数量高者优先受让，3）意向方报价、

数量均相同时，先支付10%保证金优先受让（以到账时间为准）。 因此公司能

否最终成功受让中国铝业持有的焦作万方上述股份以及受让的具体股份数，

都存在不确定性。

2、中国铝业公开征集完成后，其转让焦作万方股份事项仍须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机构批准后才能组织实施， 故中国铝业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以及

股份转让能否实施均存在不确定性。

3、因中国铝业本次为公开征集受让方，公司是否为唯一受让方尚不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以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焦作万方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低于8.74元/股的价格受让中国铝业持

有的焦作万方不超过1.2亿股的股份，且本次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1亿元。

二、中国铝业转让焦作万方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2015年2月11日，焦作万方对外披露了《关于第二大股东拟转方公司股份

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根据该公告，中国铝业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

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焦作万方1.2亿股股份，征集期间为九个工作日，具体为

2015年2月11日至2015年2月27日。 截至2015年2月10日，中国铝业持有焦作

万方16.85%的股份，为焦作万方第二大股东。中国铝业本次转让的股份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拟协议转让给单一或多个受让方，拟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

1.2亿股 （约占焦作万方总股本的9.98%）。 股份转让价格以2015年1月6日前

30个交易日的焦作万方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9.71元/股）

为基础确定，且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的90%（即8.74元/股）。

三、本次交易的影响和风险分析

公司已基本完成主营业务向油气行业的转型， 并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有计

划地处置了原有非油气资产，正在进行新的油气资产收购。此次如能成功受让

中国铝业持有的焦作万方上述股份， 有利于公司和焦作万方达成战略伙伴关

系，充分利用双方已有的油气区块、勘探开发技术和管理资源，互利共赢，长期

合作。

由于本次受让成功是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前提， 如特别风险提示所

述，该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提示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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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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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

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4年12月24日起停牌。 经确认，公司正在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进行重大资产收购，鉴于该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2014年12月30日， 公司披露了 《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公

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3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0日

（即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2015年1月29日）。 2015年1月29日，公司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因本次重组涉及海外收购，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

签订重组框架协议，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29日开

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即预计复牌时间不晚于2015年3

月2日）。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International� Mineral� Resources� II� B.V.（以下简称“IMR公司” ）。

（二）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方式为现金购买。

（三）标的资产情况

Kozhan� JSC（以下简称“克山公司” ）100%股份。

克山公司相关情况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月7日披露的《洲际油气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如下事项：

公司已与IMR公司就购买标的资产克山公司100%股份签署备忘录；公司

已收到海南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编号为： 境外投资证第

N4600201500005号）；公司已基本完成对目标公司的财务尽职调查和法务尽

职调查,双方正积极协商以就交易文件达成一致。（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分别于

2015年1月7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2月4日以及2015年2月11日对外披露

的《重大事项进展公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以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

停牌的议案》，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2015年3月2日起继续停

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

对外披露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因公司本次重组标的位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涉及海外收购，交易双方尚

未就交易文件达成一致，公司及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

鉴于该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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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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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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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际油气”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

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2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

议于2015年2月27日在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

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受让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焦作万方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2月11日，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万方” ，证

券代码：000612）对外披露了《关于第二大股东拟转方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

让方的公告》，根据该公告，中国铝业拟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

其持有的焦作万方1.2亿股股份，征集期间为九个工作日，具体为2015年2月11

日至2015年2月27日。 截至2015年2月10日，中国铝业持有焦作万方16.85%的

股份，为焦作万方第二大股东。中国铝业本次转让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拟协议转让给单一或多个受让方，拟转让股份数量不超过1.2亿股（约占

焦作万方总股本的9.98%）。 股份转让价格以2015年1月6日前30个交易日的

焦作万方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即9.71元/股）为基础确定，且

最低价格不得低于该算术平均值的90%（即8.74元/股）。

鉴于公司已基本完成主营业务向油气行业的转型，并根据公司发展战略

有计划地处置了原有非油气资产，正在进行新的油气资产收购，为和焦作万方

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充分利用双方已有的油气区块、勘探开发技术和管理资

源，互利共赢，长期合作，同意公司收购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铝业” ）持有的焦作万方不超过1.2亿股的股份（约占焦作万方总股本比例

的9.98%）。 公司本次投资金额为拟以不低于8.74元/股的价格受让前述不超

过1.2亿股的股份，且本次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1亿元。

由于本次中国铝业通过公开征集受让方的方式协议转让其持有的焦作万

方1.2亿股股份，其确认意向受让方的原则为： 1）按照意向方报价从高到低选

择受让方，2）意向方报价相同时，认购数量高者优先受让，3）意向方报价、数

量均相同时，先支付10%保证金优先受让（以到账时间为准）。 因此公司能否

最终成功受让中国铝业持有的焦作万方上述股份以及受让的具体股份数，都

存在不确定性。

中国铝业公开征集完成后， 其转让焦作万方股份事项仍须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后才能组织实施， 故中国铝业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以及股

份转让能否实施均存在不确定性。

因中国铝业本次为公开征集受让方，公司是否为唯一受让方尚不确定，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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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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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公司股票可能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能终止上市的原因

为了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

团” ）于 2015年2月17日公告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要

约收购报告书》, 自 2015年 2月26日起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以终止二重重装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若本次要约收购成功，公司将因股权分布不再符合上市条件终止上市；若

本次要约收购不成功，按照相关规定，如2014年度业绩预亏最终经2014年度

审计确认， 二重重装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公告后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强制

终止上市。

二、公司股票停牌情况及可能被终止上市

若国机集团要约收购成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条、14.4.5条、14.4.9条、14.4.12条的规定，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及时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主动终止上市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受理申请之日

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同意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并在公告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主动

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若国机集团要约收购不成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3�条、第14.3.20条的规定，若公司 2014年度报告经审计的净利润最终确

定为亏损，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公司披露 2014年年度报告之日后的十五个交

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作出终

止上市的决定之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届满的下一个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

市整理期。 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在退市整理期间，公司

股票进入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板交易。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1.�公司于2014年7月18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2.�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3.�公司于2014年8月28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4.�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5.�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6.�公司于2014年11月29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7.�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8.�公司于2015年1月16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9.�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披露了《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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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解答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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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现将近期接受投资者问询的主要事项及公司回复情况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主要内容

1.关于公司生产经营现状。

2.关于所持股票何时能够交易。

3.公司58亿元债务逾期，有无可能进行债务重组？

4.国机集团为什么要进行全面要约收购？

5.如果不接受国机集团全面要约，没有卖出的股份是否存在？

6.公司未来是否会重新上市？

7.如何接受要约，可否部分股份接受要约？ 接受要约卖出后资金什么时候

能够到账？

8.如果要约收购成功，其他没有接受要约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是否会被国

机集团强制收购？

9.根据目前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国机集团需要收购多少公众股才具备主

动退市条件？

10.如果本次要约收购失败，是否会采取其他主动退市方案？

11.如果本次要约收购失败，公司后续有什么安排？ 是否会被强制退市并

进入退市整理期？

二、公司解答情况

对投资者有关问询事项，我公司均及时接听、耐心解答、认真回复，并做必

要记录，回复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生产经营现状。

回复：公司目前资金状况紧张，致使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贷款本息出现逾

期，到期商业承兑汇票不能按期兑付。 由于当前重机行业形势仍未明显好转，

市场竞争仍然异常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截至到目前，公司主业经营没有

根本性好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关于所持股票何时能够交易。

回复：目前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上市阶段，在2015年披露2014年年报之前，

股东所持公司股票均不能进行交易。 要约收购期间，投资者可以通过预受要

约参与国机集团要约收购。

若国机集团要约收购成功，公司将不进入退市整理期；若国机集团要约收

购不成功，公司披露2014年年报之后，根据2014年经营状况，上海证券交易所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做出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或终止上市的决定；如公司在退市后实现在股转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将在股转

系统进行交易。 请关注公司后期披露的相关信息。

3.�公司58亿元债务逾期，有无可能进行债务重组？

回复：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债权人协商，力争妥善解决债务逾期问题。

4.�国机集团为什么要进行全面要约收购？

回复：鉴于二重重装已暂停上市，且预计2014年继续亏损，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将可能在披露2014年年报后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强制

退市。 采取要约方式主动退市，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进入退市整理

期的股票股价波动难以预测，主动退市可以避免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为

中小股东提供投资提供平稳退出途径，这也是国机集团希望传达对资本市场

负责任的态度，维护二重重装及大股东的市场形象。 因此，为保护中小股东的

利益，提供平稳退出途径，所以国机集团作为二重重装实际控制人，拟通过全

面要约实现二重重装主动退市。

5.�如果不接受国机集团全面要约，没有卖出的股份是否存在？

回复：如果股东不接受国机集团全面要约，没有卖出的股份依然存在，公

司股东的身份依然存在。

6.�公司未来是否会重新上市？

回复：公司目前尚无重新上市的具体计划，虽然公司未来将积极研究并实

施改善经营状况的措施，包括积极开展业务协同，推进提高项目总包能力等方

式，力争扭转亏损局面。 但由于公司发展对宏观经济的依赖程度高，即使公司

内部努力，但如果外部宏观环境未发生好转甚至持续恶化，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未得到妥善解决，则公司未来发展将继续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公司未来

能否符合重新上市的条件以及重新上市时间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7.�如何接受要约，可否部分股份接受要约？ 接受要约卖出后资金什么时

候能够到账？

回复：如接受要约，在交易系统中点击卖出，在证券代码一栏输入代码

“706031” ，并在卖出数量中填写投资者愿意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可以是本

人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份)。 本次要约期满后，收购人将另行发布要约收购结

果公告、要约收购清算公告。 请投资者关注。

8.�如果要约收购成功，其他没有接受要约的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是否会被

国机集团强制收购？

回复：如果本次国机集团要约收购成功，公司终止上市后，国机集团将根

据《证券法》第97条的规定，按照本次要约价格收购余股股东拟出售的余股，

收购余股的具体程序和操作步骤将另行公告。 余股股东可选择是否出售其所

持余股。

9.�根据目前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国机集团需要收购多少公众股才具备

主动退市条件？

回复：根据相关规定，持股10%以下的为社会公众股，目前公司社会公众

股合计持股比例为17.5%。 因此，国机集团至少需要收购7.5%以上比例的社

会公众股，即收购1.72亿股以上的社会公众股，才具备主动退市条件。

10.�如果本次要约收购失败，是否会采取其他主动退市方案？

回复：如果此次要约收购失败，再通过其他方式申请主动退市，均需履行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程序，距离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较短，预计难以实施。

11.�如果本次要约收购失败，公司后续有什么安排？ 是否会被强制退市

并进入退市整理期？

回复：如果公司不能主动退市，按监管规定，如果公司2014年继续亏损，公

司股票很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按监管规定做出强制终止上市的处理。

如果公司股票被实施强制退市，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终止

上市决定后进入30个交易日的退市整理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退市整理期的

相关事宜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5-011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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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948,453.01 910,176.43 114.07%

营业利润

66,253.38 61,993.81 6.87%

利润总额

81,033.88 68,179.58 1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222.48 57,133.55 21.1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72 0.62 16.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6% 19.86% -3.4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430,287.64 952,002.42 5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83,034.65 326,662.93 78.48%

股

???

本

（

万股

））

103,061.20 46,508.00 12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6.05 3.51 72.36%

备注：

1、因报告期内实施了201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上年

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

2、因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每股收益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按

照调整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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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453.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4.07%，主要系触摸屏及摄

像头模组产销规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430,287.64万元，较期初增加50.24%，主要系销售及生产规模的增加，

应收账款、存货及固定资产相应增加以及对应的负债增加，同时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3.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83,034.65万元，较期初增加78.48%，主要系公

司2014年8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和本期净利润增加综合所致；

4.�报告期内，公司股本为103,061.20万股，较期初增加121.60%，主要系公司2014年4月资本公积金

按每10股转增10股,以及2014年8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增加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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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不存在业绩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蔡荣军先生、总经理宣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李素雯女士、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素雯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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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65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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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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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27日下午开市起复牌。

电信维护基网（http://www.telewiki.cn:81/supplier/viewLogin.action）于近日发布《中国移

动广东公司2015-2016年网络综合代维服务项目公开比选项目中选候选人公示》和《中国移动广东公

司2015-2016年日常网络调整支撑服务项目中选候选人公示》。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广东怡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创科技” ）为上述

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之一。

一、 怡创科技中选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中选综合代维服务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服务内容： 2015-2016年广东移动综合代维服务项目，包含基站设备及配套、室分、铁塔及

天馈、传输线路、集客家宽等全专业维护业务；

2、时间范围： 2015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

3、中选金额：本项目总预算为36.9亿元，共计十五个标段，怡创科技中标预算金额7.08亿元，市场份

额19.2%，排名第一；

注：标段：当一个标的工作量较大时，招标单位选取多家中标方，将标的按照工作量划分成多个标

段。

（二）中选日常网络调整支撑服务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服务内容：本次投标采购广东全省市公司日常网络调整支撑服务，总标的预计11.4亿元；

2、时间范围： 2015年4月1日-2016年12月31日

3、中选金额

标包 服务区域 份额 预估金额

(

万元

)

标包

2

佛山

、

广州

、

清远 份额

3 9645.91

标包

5

潮州

、

揭阳

、

梅州

、

汕头 份额

14 4004.36

小计

13650.27

注：标包：当一个标的工作量较大时，招标单位选取多家中标方，将标的按照工作量划分成多个标

包，每个标包由一个或多个中标方完成。

在上述公示的标段中，怡创科技均为中标候选人。 上述标段预估中选金额合计为13650.27万元。 中

选份额占12%，在各中标候选人中排名第一。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电信维护基网，招标人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详细内

容请查看电信维护基网， 网址为：http://www.telewiki.cn:81/supplier/viewLogin.action， 公示时

间：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3月2日。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2014年2月公司成功收购怡创科技，由此从专网进入公网、进一步拓展通信服务领域，推进了公司高

端服务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既定发展战略。

此次公示的项目符合公司和怡创科技业务发展规划，对公司2015年和2016年在广东省移动业务的

增长和进一步拓展有积极意义。 若怡创科技能够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和怡创科技的

稳健发展和业绩增长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在公示期内，怡创科技仅为中标候选人，能否最终中

标，并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标段预估中选金额亦非最终签订的合同金额。

怡创科技若收到上述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将及时披露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515

股票简称：海岛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海口海航迎宾馆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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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交易情况概述

2014年12月12日，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海航

迎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宾馆” ）以现金方式收购海口新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城区” ） 持有的海口海航迎宾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迎宾投资” ）

70%股权，本次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253万元。 2014年12月29日，公司 201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详细情况见2014年12月13日、2014年12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司公告。

二、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期及付款时间

根据迎宾馆与新城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新城区应于2015年2月28日前办理完

毕海口海航迎宾馆投资有限公司的土地解押手续，并以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附

加条件。 迎宾馆应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向新城区支付首笔股权转让款

5,000万元；新城区在收到首笔股权转让款3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最后迎宾馆应在股权过户完毕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交易尾款1,253万

元。

三、目前进展情况

新城区按照协议约定已于2015年2月26日办理完毕迎宾投资的土地解押手续，双方之

前签订的转让协议正式生效。 根据协议约定，本公司拟在三个工作日内向新城区支付首笔

股权交易款5,000万元，占股权转让款6,253万元的79.96%。 后续公司将根据协议执行情

况及监管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海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5－016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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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080,889,803.30 2,412,688,790.66 -13.75%

营业利润

-372,469,731.22 7,341,471.31 -5173.50%

利润总额

-372,075,828.79 12,712,062.02 -302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646,153.86 7,410,227.05 -3711.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9 0.01 -30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3% 0.45% -17.9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5,669,679,093.41 6,797,546,012.11 -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88,496,758.54 1,660,699,930.01 -16.39%

股本

926,400,000.00 463,2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1.5 3.59 -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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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说明

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8,088.98万元，营业利润-37,246.97万元，利润总额-37,207.58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764.6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0.29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13.75%，

5173.5%、3026.95%、3711.85%和3000.00%，主要原因是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公司产品销售

收入下降，公司产品毛利率水平下滑，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及产能未达到预期水平；受国内金融形势影响，

资金成本大幅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4年末，公司股本92,640.00万元，较2013年末增长10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1.5元，较2013年末下降58.22%，主要是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新增注册资本46,320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1月30日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 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为-29,000万元到-26,0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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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2015-004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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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647,233,520.86 1,655,401,763.90 59.91%

营业利润

700,464,459.90 656,657,638.07 6.67%

利润总额

700,807,556.75 657,107,063.21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0,901,109.57 540,580,206.40 -9.1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1 0.56 -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0% 23.18%

下降了

5.6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0,441,620,975.28 8,012,229,035.92 3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92,744,639.73 2,605,721,328.07 14.85%

股本

969,028,670.00 965,800,110.00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09 2.70 14.4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4,723.35万元、营业利润70,046.45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9,090.11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9.91%、6.67%、-9.19%。 公司2014年营业总收入比

2013年增长59.91%，系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销售项目雄楚广场贡献所致。

2、财务状况的说明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44,162.1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99,274.46万元，

资产负债率71.14%，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30.32%、14.85%，公司各

项资产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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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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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15-011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2014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审慎判断，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货币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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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91,756.29 896,410,315.80 -1.82%

营业利润

22,989,908.20 82,691,314.39 -72.20%

利润总额

26,736,455.98 119,299,756.36 -7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082,745.17 98,618,288.37 -75.58%

基本每股收益

0.0289 0.1185 -7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9.92% -7.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635,146,522.53 1,231,385,365.90 3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32,917,655.88 1,035,462,466.96 -0.25%

总股本

(

股

) 832,000,000 416,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2415 1.244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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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80,091,756.29元，与去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但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四项指标较去年分别下降了72.20%、

77.59%、75.58%和75.58%，主要原因在于：

1、受产能限制，在公司湖北生产基地投产前，生产及销售情况保持稳定，无明显提升。

2、受自主品牌市场推广和公司债券应计利息的影响，公司期间费用上升明显。

3、公司2013年下半年度财政奖励收入较高且属于偶发性收益，使得比较期基数较高。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的201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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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股票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2015-

临

010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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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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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337,953.25 398,281,008.52 26.13

营业利润

7,338,731.18 505,144.28 1352.80

利润总额

17,443,936.65 6,339,078.20 17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23,893.55 5,047,698.01 152.0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9 0.08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09 0.83 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657,323,896.38 706,535,969.33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14,520,296.28 605,638,391.68 1.47

股本

65,450,000.00 59,500,000.00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9.39 10.18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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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情况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02,337,953.25元，同比增长26.13%。 实现利润总额17,443,

936.65元，同比增长175.18%，增长的主要原因为行业游客接待量增加，加上公司加大销售力度，公司游

客接待量有较大增长，同时票价有所增加，燃油成本有所降低所致。

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12,723,893.55元，同比增长152.07�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行业游客接待量

增加，加上公司加大销售力度，公司游客接待量有较大增长，同时票价有所增加，燃油成本有所降低所

致。

（二）财务状况

2014年底，公司总资产657,323,896.38元，较去年同期降低6.97%；净资产614,520,296.28元，同比

上升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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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2014年三季度报告盈利预测中所作的业绩预测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彭建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生全先生，会计机

构负责人张生全先生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