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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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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535,682.27 663,176,797.59 27%

营业利润 342,401,929.82 308,576,373.65 11%

利润总额 400,091,901.89 333,448,204.65 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5,927,661.40 295,524,434.81 4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68 1.53 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27% 206.23% -1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78,205,697.87 383,515,796.49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05,072,979.52 252,730,282.17 258%

股 本 275,709,972.00 10,740,740.67 2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3.28 23.53 -86%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在页游稳定运营的基础上，精修手游，进一步延续“全球发行、大IP” 的发展战

略，继续秉承精品游戏理念加强网页网络游戏产品研发，拓展移动网络游戏产品研发，搭建海外多国

运营平台，实现页游、手游、发行、平台、海外五大业务的共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43,535,682.2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7%；实现营业利润342,401,929.82元，同比增长 11%；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927,661.40元，同比增长41%。

2、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5,927,661.40元，同比增长41%。 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持续增长、退税收入及政府补助。

3、报告期内，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67.27%，同比下降139%。 主要原因：公司业绩增长及

净资产基数增大。

4、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为1,378,205,697.87元，同比增长259%。 主要原因：公司在报告期内购

入办公用房及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投资增加。

5、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05,072,979.52元，同比增长258%。 主要

原因：定向增发以及当期净利润的增加。

6、报告期内，公司股本为275,709,972.00股，同比增长2467%。 主要原因：定向增发。

7、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3.28元，同比下降86%。 主要原因：公司在

报告期内股本的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10月28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31.96%～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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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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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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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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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2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咨询网

（www.cninfo.com.cn）发布《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10）。

2、召开时间：2015年2月27日（周五）下午14:00

3、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林奇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名，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

882,5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75,709,972股）的36.5901%。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1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865,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583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6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7,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00,882,47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无反对票；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为：同意17,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0%；无反对票；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00,882,47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无反对票；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出席本次大会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表决结果为：同意17,

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20%；无反对票；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0%。

四、特别说明

公司于2014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由于公司股票于2015年1月8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管因重

组相关事项出差，同时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也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考虑到股东大会召开的高效性与投资者参会的便利性，公司将本次

股东大会定于2015年2月27日召开。 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已为2015年，因此会议名称由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此，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律师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作为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常年法律顾问，受公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公司

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

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

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

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 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在指定媒体发布了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会议通

知》” ）。《会议通知》内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5年2月27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1号华鑫商务中心2号楼13

楼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会议通知》的内容。

根据公司说明，考虑到股东大会召开的高效性与投资者参会的便利性，且公司董事长及高管人员

因公司重组事项长期出差，故公司将本次会议定于2015年2月27日召开，由于会议召开时间已为2015

年，因此会议名称由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变更为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与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系同一次会

议，会议名称变更系由于会议召开时间已为2015年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2月13日。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

共7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882,570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901%。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的代理人共1名，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865,270股，占公司

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83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名， 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300

股，占公司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林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

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时按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计票、监票，表决票经清点后当场公布。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三）经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882,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其中中小投资

者1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其中中小投资者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0,882,47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其中中小投资

者17,2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其中中小投资者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其中中小投资者1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1%）。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该项议

案表决通过。

（四）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并存

档。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张学兵

经办律师：

汤雪

汪寅崴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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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5年2月24日以传

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2015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由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关于参股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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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概述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参股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增资参股

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亚德” ），上述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重庆亚德1300万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18.57%。

本次对外投资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未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9年06月03日?

注册资本：57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缪秦?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石桥铺科园一路C-23-2号

主营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凭资质证书执业），计算机软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地面发射

和接收设备）的开发、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等?。

重庆亚德是一家致力于医疗卫生领域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的创新型

企业。 重庆亚德的主要核心服务包括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医院信息化产品、医事通健康云服务平台

和卫生应急产品。

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和卫生应急产品是面向政府提供区域卫生信息化服务。 区域卫生信息化平

台包括区域卫生平台、远程医疗平台和基层卫生信息化服务，卫生应急产品包括医疗救援120、疾控应

急、家庭应急系统等。 重庆亚德为重庆市卫计委打造的区域卫生平台是目前全国唯一通过国家卫计委

《区域卫生信息化互联互通标准化评测成熟度省级证书》评测的省级区域卫生平台，重庆市区域卫生

平台已经签订接入三甲医院20余家，正在调试接入公立医院120家左右，完成后将覆盖39个区县、人口

数量将达到3000万人。 数据涵盖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包括病案首页、电子处方和电子医嘱、检验

检查等完整诊疗记录）、人口家庭信息、公共卫生、医疗卫生及医改统计监测数据。 《亚德区域卫生信

息平台》于2014年10月被国家科技部、环保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四部委评为“国家重点新产

品” 。重庆亚德还拥有全国第一家通过国家卫计委验收的省级卫生应急平台，为包括重庆市、广东省等

多个区域提供卫生应急平台，这也为未来成为更多省份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提供商奠定了基础。

医院信息化平台是重庆亚德打造的以人为中心的面向医院客户提供包括医院信息集成平台结构

化电子病历、临床路径管理、院感管理、绩效管理等信息系统。

“医事通”是重庆亚德打造的全国领先的移动医疗健康云服务平台，主要为患者提供自主陪诊服

务，包括三甲医院预约就诊、检验检查报告自主下载、诊间提醒、叫号查询、费用支付查询等移动医疗

服务。 医事通平台现有注册用户近600万名。 目前，医事通已完成线下近180家三甲医院的HIS接口调

试，连接完成了300多家家医事通与医院之间、医院与医院之间，医院与社区诊所之间信息的互联互

通。 医事通平台还为数千名三甲医生建立起了自己的网上空间，帮助解决医生与自己门诊患者之间的

沟通问题，为患者提提供诊所追踪、用药咨询、家庭医生等服务。

重庆亚德现已形成“三个面向”的全产业链布局，即面向政府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应急救援指

挥平台、面向医院的医院管理以及面向公众的医事通移动医疗健康服务平台，2015年将快速拓展全国

市场。

增资前股本结构：缪秦持有重庆亚德20,199,803股股份，占总股本的35.4383%；其他59个股东持

有重庆亚德36,800,19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64.5617%。

增资后股本结构：公司持有重庆亚德13,000,000股股份，占总股本的18.57%；缪秦持有重庆亚德

20,199,803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8.86%；其他59个股东持有重庆亚德36,800,197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52.57%。

重庆亚德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454,854.45

负债总额 180,401,006.54

净资产 18,053,847.91

应收款项总额 125,889,343.88

项目 2014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6,445,089.66

营业利润 -5,040,167.62

净利润 -3,339,507.5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重庆亚德不存在需要披露的重要承诺及或有事项。

重庆亚德、缪秦和公司协商确定，公司对重庆亚德增资3000万元人民币，取得重庆亚德18.57%的

股权，其中增加重庆亚德注册资本1300万元，溢价部分1700万元计入重庆亚德资本公积。

三、股权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重庆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缪秦

（一）股权增资方案

1、海南海药增资金额

（1）海南海药对重庆亚德增资人民币3000万元。 其中，130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1700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

（2）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亚德的股本总额由5700万股增加至7000万股，海南海药持有重庆亚德

1300万股，占其总股本的18.57%。

2、增资款

本协议项下的增资款，由海南海药于本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重庆亚德指定的

验资账户。

3、期间责任

本协议项下，以2014年12月31日为重庆亚德的审计基准日。 重庆亚德和丙方保证，从基准日至本

次股权增资完成期间，应保证重庆亚德经营管理的正常，并保证重庆亚德不会发生正常经营以外的或

有负债和风险。

4、负债及风险负担

重庆亚德和缪秦承诺，除审计报告载明的负债外，如发现重庆亚德存在其他未如实披露的负债

（包括其他应付款、对外担保等，合计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将由丙方代重庆亚德足额偿还。

5、业绩承诺

（1）基于上述估值，重庆亚德和丙方承诺，重庆亚德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30000万元和50000万元，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万元和5000万元。

（2）如乙方未能实现前述承诺利润的80%，将由丙方于承诺业绩年度的审计报告出具后的30日

内以现金的方式足额向乙方补足承诺利润与实际净利润的差额。

6、投后管理

（1）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亚德将组成新一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7名董事组成；海南海药有权

向重庆亚德委派1名董事。

（2）海南海药承诺，将在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其章程的允许范围内为重庆亚德正常经营提供必

要合理的协助。

（二）增资手续办理

1、本协议正式签署之前或当日，重庆亚德应召开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增资事

宜。 并且，在股东大会表决时，重庆亚德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均应就本次增资事宜投赞成票。

2、本协议生效后的15个工作日内，重庆亚德应完成增资的全部法律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变更股东

名册、修改公司章程、验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三）限制条款

1、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亚德以任何方式引进新投资者的，应确保新投资者的投资价格不得低于

海南海药本次增资的价格。

2、本协议生效后至2017年4月30日前，在同等条件下海南海药具有优先收购重庆亚德控股权的权

利。 海南海药收购重庆亚德控股权时，将按照合理的PE倍数（约15倍）进行收购。

在海南海药正式收购前，重庆亚德进行任何上市融资和收购等计划，应获得海南海药的书面同意

方可进行。 但如果截至2017年4月30日，海南海药仍未提出任何收购计划或意向的，本条款自动终止。

（四）违约责任

若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守约方造成实际损失或者丧失投资/融资机会，守约方可要求违

约方赔偿经济损失。

（五）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因本协议所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都可将争

议提交海口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投资目的：海南海药在药品和医疗器械领域深耕多年，未来将继续专注于大健康领域做强

做大。 医疗信息化和移动医疗为符合国家医疗改革精神和医疗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发展方向，区域卫生

平台建设、电子病历、临床路径、远程医疗等均为卫计委大力推动的医疗信息化建设项目。 随着移动互

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 基于改善就医流程及居民健康信息云平台等的移动医疗服务未来也是大势所

趋，预计会对医疗行业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 海南海药本次增资重庆亚德公司，一方面有利于公司

布局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医疗信息化及互联网医疗行业，有利于大健康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另一

方面，公司预计凭借多年积累的全国销售网络，可以帮助重庆亚德打开全国市场，促进其发展，并进一

步带动海南海药大健康业务的全面发展，实现协同、共惠的发展。

五、风险提示

重庆亚德2014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亏损，2015年能否实现其承诺的业绩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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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

市制药厂” ）与控股子公司重庆天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地药业” ）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的批件，具体情况如下：

近期海口市制药厂与天地药业申报的头孢拉宗钠（原料药）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

发的《审批意见通知件》，批件号2015L00128、注射用头孢拉宗钠（0.5g、1.0g）取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件，批件号：2015L00126、2015L00127。

头孢拉宗钠属于化学药品第3.1类新药，是我公司研制开发的新型第三代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头孢

拉宗钠为头霉素衍生物，为广谱抗生素，特别是对大肠杆菌、克雷伯菌属、柠檬酸菌属、肠杆菌属、沙雷

菌属有良好的抗菌力；对各种细菌产生的β-内酰胺酶极为稳定，对β-内酰胺酶产生菌也有强大的抗

菌作用。国内目前尚无产品批准上市，属化学药品3.1类新药。临床研究表明，该品种对内膜炎、肺炎、肺

化脓性疾病、脓胸、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二次感染、膀胱炎、肾盂肾炎、腹膜炎、胆囊炎、胆管炎、子宫附件

炎、子宫内感染、泌尿道感染等诸多感染有良好的疗效。

公司获得临床试验批件后，将按照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要求尽快组织实施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

成功后将申报产品生产批件。 该临床试验的完成时间、进度及结果均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对

上述产品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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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SP)

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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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由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简称“《GSP认证证书》” ），证书内容如下：

证书编号:A-HN15-045

认证范围：批发

发证时间：2015年2月5日

有效期至：2020年2月4日。

本次取得《GSP认证证书》表明公司经营符合新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将对今后的产

品销售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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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及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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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 1�月 1�日-2014�年 12�月 31�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2014年10月27日，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

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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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至20%，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4,204.66�万元至 5,045.59万元。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00% 至 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3356.30 至 3948.59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948.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于2014年收购了北京鹏达制衣100%的股权，因此

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故被收购方期初至年末的

净利润应包含在合并报表中,?同时对2013年度报表进行了

相应调整。 故公司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由4204.66万元调整为3948.59万元；

（2）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公司对期末资产未来经济利益

流入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试，对存货（主要是冷却肉及冷冻

肉）跌价准备增加计提340万元；

（3）收购北京鹏达制衣导致利润减少220万。

二、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公司于2014年收购了北京鹏达制衣100%的股权，因此次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 故被收购方期初至年末的净利润应包含在合并报表中， 其2014年实现净利润

-220�万元。 在第三季度披露2014年度业绩预告时，未考虑此因素，减少合并报表利润

220万元。

2、公司对期末资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进行了审慎评估和测试，对存货（主要是冷却

肉及冷冻肉）跌价准备增加计提340万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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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384,831.00 2,051,739,073.90 -20.93%

营业利润 36,771,463.88 37,433,870.22 -1.77%

利润总额 44,033,149.51 45,061,435.70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82,044.88 39,485,936.20 -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2 0.079 -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0% 3.05% -0.3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632,848,716.10 1,646,175,391.89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99,525,283.69 1,329,737,820.77 -2.27%

股本 502,000,000.00 502,0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59 2.65 -2.26%

四、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238万元，较去年同期205,174万元下降21%；

实现营业利润3,677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28

万元，较去年同期3,949万元下降8.11%。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63,285万元，与本报告期初基本持平；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29,953万元， 较本报告期初132,974万元下降2.27%； 股本为50,

200万元，与本报告期初持平。

五、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年10月27日，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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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至20%。

本次业绩快报预计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0%至

0%。 下降原因为：(1)由于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公司对期末资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进行了

审慎评估和测试，对存货（主要是冷却肉及冷冻肉）跌价准备增加计提340万元；(2)收购

北京鹏达制衣导致利润减少220万。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后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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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0693� � � � � �证券简称：华泽钴镍 公告编号：2015-004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完整和准确，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筹划重大事项，因有关

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

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华泽钴镍，股票代码：000693）已于2015年2月9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

停牌，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2月14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为 2015-002、 2015-003。

目前该事项仍在商议筹划中，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3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828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2015－008

债券代码：112043� � � � � � �债券简称：11东控02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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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0828，股票简称：东莞控

股）自2015年1月26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上述相关事项仍在筹划之中，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自2015年3月2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13� � �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7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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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56,030,882.69 1,854,182,467.27 16.28%

营业利润 61,042,555.64 42,735,049.24 42.84%

利润总额 49,011,795.19 34,537,070.63 4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156,128.30 25,515,179.80 33.87%

基本每股收益 0.15 0.1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2.14 0.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612,705,126.38 1,791,567,481.18 -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06,244,815.53 1,195,559,449.73 0.89%

股本 220,500,000.00 220,5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47 5.42 0.9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铝板（箔）、铜管较上年同期产销量大幅增加，公司商用空调两器产品订单较上

年增长较快。 同时，公司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加强技术创新与工艺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公司经营业

绩有所增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5,603.09万元，同比增长16.28%；营业利润6,104.26万

元，同比增长42.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15.61万元，同比增长33.87%。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61,270.51万元，同比下降9.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0,624.48万元，同比增长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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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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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90�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15-002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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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102,479.29 2,272,034,335.20 11.01%

营业利润 15,593,750.89 -217,501,828.14 107.17%

利润总额 21,489,080.25 -203,717,361.31 1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33,190.77 -175,722,248.47 111.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5 -0.22 111.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6.31% 7.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044,500,696.03 5,793,466,052.68 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94,285,331.17 2,674,103,955.73 0.75%

股本 797,848,400.00 797,848,4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38 3.35 0.9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522,102,479.29元，较上年增加11.01%；实现营业利润

为人民币15,593,750.89元；实现利润总额为人民币21,489,080.2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人民币20,233,190.77元。

由于公司国外客户开拓力度加大及公司非API新产品销售量增加等原因，公司经营业绩平稳提升。

三、其他说明

有关本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详情，请参阅本公司预计将于2015年3月31日发布的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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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88�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15-012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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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971,477.55 419,771,006.74 23.16%

营业利润 16,934,618.23 16,609,620.03 1.96%

利润总额 18,242,518.31 19,584,652.62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85,242.91 9,917,829.83 2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 0.0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9% 1.77% 0.4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823,893,120.86 602,462,267.21 3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67,816,304.75 555,531,061.84 2.21%

股本 199,800,000.00 199,8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84 2.78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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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速产品结构转型，不断开发新产品，优化产品质量，以提高市场销售额；同时

受市场竞争加剧及采购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导致公司整体产品毛利率下降。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51,697.1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16%；实现利润总额为1,824.2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8.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8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争

利润变动幅度为-10%至30%。 本次业绩快报符合2014年度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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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2015010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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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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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627,829.84 567,421,890.43 -2.25%

营业利润 81,783,578.66 80,603,630.40 1.46%

利润总额 86,281,050.52 92,562,331.80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03,849.76 81,412,366.53 -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36 0.2609 -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2% 11.58% -1．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93,057,084.74 977,823,783.81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31,271,875.17 717,653,417.27 1.90%

股本 312,000,000.00 312,0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34 2.3 1.7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462.7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5%；实现利润总额8,628.1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79%；实现净利润7,600.3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6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73,127.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下游行业水泥行业不景气，致公司磨机产品业绩下降影响全年业绩。 公司董

事会和管理层迎难而上， 致力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 持续强化在国内罗茨风机行业的技术领先优

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公司主导产品罗茨风机在水处理等行业业绩稳定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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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盈利预测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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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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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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429,296.54 3,771,195,106.00 37.90%

营业利润 348,196,676.39 316,285,211.40 10.09%

利润总额 373,587,273.91 436,100,860.98 -14.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402,184.59 346,076,871.47 -1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3 0.62 -14.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0% 10.64% -2.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6,540,793,185.29 5,212,934,803.18 2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04,435,229.37 3,253,312,357.79 13.87%

股本 560,678,080 560,649,6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61 5.80 13.97%

注：（1）上述数据均为合并报表数据；（2）股本较去年同期增加28,480股，主要是公司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部分转股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00,429,296.54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7.90%，主要

原因是由于公司新增顺酐、异辛烷两种产品所致；实现营业利润348,196,676.39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09%；实现利润总额373,587,273.91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4.33%。

2、财务状况：2014年全年经营性业绩好于去年同期，但受国际原油价格快速下跌影响和年底计提

部分存货跌价准备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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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0日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的

业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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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