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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5-011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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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2月

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议案， 于2015年2月27日上午9:30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监

事会办公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婉仪女士主持，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一、本次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以3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的实际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

的议案》。

二、备查文件

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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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5-012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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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2

月1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2015年2月27日10：30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五号楼

七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以7票同意、0票否决、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

计划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议案。

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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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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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5-013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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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钢琴”或“公司” ）于2014

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

情请见2014年10月25日登载于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财会[2014]8号）文件，珠江钢

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准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第三十一

条规定，公司评估了职工薪酬安排和设定受益计划，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并于2015年2月27日召

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

一、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主要内容

构成设定受益计划的职工薪酬安排内容为公司承担2014年12月31日前入职员工共计1402人退

休后生活补贴的支付义务（未达退休年龄即离职的员工不享受受益计划），2015年1月1日后新入职员

工不享受本受益计划。 根据上述设定受益计划，公司聘请中山大学精算中心进行精算，本次精算估值

按2014年12月31日止时点的数据进行测算， 以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确定设定受益计划的现值和相关

服务成本。 所涉及的主要假设如下：

折现率

4.40%

参照资产负债表日与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市场

收益率作为折现率进行计算

。

离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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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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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离职率从

22%

逐步降低到

10%

参照全行业平均离职率及公司同行

业的离职率综合计算

。

30

岁

—

40

岁 离职率从

10%

逐步降低到

3%

40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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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离职率为

3%

逐步降低到

0%

50

岁以上 离职率为

0%

预期寿命 中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

(2000～2003)

参照现保险行业的通用生命表进行

计算

。

按照修订后的职工薪酬准则确认和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后，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如下：

单位： 元

2014

年

1

月

1

日应付职工薪酬

（

+/-

）

2014

年

1

月

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44,004,658.11 -36,994,432.77

调整事项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

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72,798.78 7,010,225.34 27,183,024.12

应付职工薪酬

47,958,942.79 44,004,658.11 91,963,600.90

未分配利润

449,479,896.03 -36,994,432.77 412,485,463.26

2013

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76,691,156.98 1,883,173.75 978,574,330.73

管理费用

145,848,171.54 267,455.92 146,115,627.46

财务费用

1,082,668.79 1,805,906.66 2,888,575.45

营业利润

212,727,038.39 -3,956,536.33 208,770,502.06

利润总额

230,581,781.91 -3,956,536.33 226,625,245.58

所得税费用

33,380,370.82 -626,426.70 32,753,944.12

净利润

197,201,411.09 -3,330,109.63 193,871,301.46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96,453,389.49 -3,330,109.63 193,123,279.86

项目

母公司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2013

年度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729,682.62 5,986,408.79 21,716,091.41

应付职工薪酬

40,306,562.84 39,909,391.90 80,215,954.74

未分配利润

425,173,830.48 -33,922,983.11 391,250,847.37

2013

年同期利润表项目

营业成本

964,611,033.15 1,754,828.20 966,365,861.35

管理费用

117,587,458.61 232,034.30 117,819,492.91

财务费用

1,914,716.99 1,640,211.30 3,554,928.29

营业利润

187,580,014.92 -3,627,073.80 183,952,941.12

利润总额

205,257,530.65 -3,627,073.80 201,630,456.85

所得税费用

27,554,875.40 -544,061.07 27,010,814.33

净利润

177,702,655.25 -3,083,012.73 174,619,642.52

二、董事会关于本事项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本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评估了职工薪酬安排和设定受

益计划，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能够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 本次审议《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关于公司薪酬

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案》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

情况，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薪酬安排及设定受益计划的议

案》。

五、其他说明

本次调整事项未经审计机构审计，仅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初步测算，最终以年度报告审计结果为

准。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78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

2015-01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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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475,223,924.15 1,421,705,879.26 3.76

营业利润

166,203,476.99 208,770,502.06 -20.39

利润总额

167,866,197.61 226,625,245.58 -2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414,240.40 193,123,279.86 -27.81

基本每股收益

0.15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62% 11.18% -3.5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367,271,477.84 2,274,276,685.98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33,184,657.12 1,760,255,470.87 4.14

股 本

956,000,000.00 956,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92 1.84 4.35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按《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中规定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加权股数和加权净资产计算。 上期金额， 按《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

益》规定进行了调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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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4年，公司在钢琴市场相对低迷和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坚持创新、品牌、高端化发展，实现

营业总收入1,475,223,924.1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76%；实现利润总额167,866,197.61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25.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9,414,240.40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81%；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7.62%，比上年同期降低3.56%；基本每股收益0.1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5.00%。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及基本每股收益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公司增城募投项目于2013年7月开始投产，2014年项目尚未全面达产，而固定资产折旧及人员费

用增加导致成本费用同比增加较大所致。

（2）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2,367,271,477.84元，比期初增长4.0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833,184,657.12元，比期初增长4.14%；股本为956,000,000.00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92元，比期初上升4.35%.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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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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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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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39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公告编号：

2015-013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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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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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193,596,372.30 948,430,136.55 25.85%

营业利润

114,024,190.20 36,563,823.96 211.85%

利润总额

205,763,465.15 132,264,230.33 5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70,178,883.06 122,395,519.07 39.0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1 0.3 3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07% 9.57%

增长

2.50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419,717,708.55 1,831,920,871.95 3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494,307,063.45 1,333,777,412.90 12.04%

股

???

本

415,123,334.00 207,561,667.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60 3.21 12.15%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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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3、因2014年度实施转增股本及送股方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的规定，按转增送股后的股本追溯调整了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 为便于

数据对比，本报告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亦按照转增送股后的股本进行

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实现营业收入119,359.64万元，同比增

长25.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017.89万元，同比增长39.04%。 本报告

期内，随着新增订单逐步明确，销售业绩较预期有所增长；公司完成了收购北京书生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生电子” ）和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

数据” ）各自51%的股权，实现部分损益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11.8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5.57%，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9.04%，主要原因系随着新增订单的增加，销售业绩有所增长；以

及收购书生电子和合众数据标的，合并部分报表数据所致。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36.67%，主要原因系销售业绩增长使得归属母公司

净利润增长及合并书生电子、合众数据部分净利润所致。

报告期末总资产同比增长32.0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合并书生电子及合众数据资

产所致。

报告期末股本同比增长10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送股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1月2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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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增长32.36%～40.53%，2014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16,200万元～17,200万元。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2014年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中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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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06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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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蜡化公司” ）在盛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以下简称“盛京景星支行” ）的壹仟捌佰万元人民币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5年2月16日， 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3241110215000003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1年，自2015年

2月16日至2016年2月12日。

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壹仟捌佰万元整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均在蜡化公司与盛

京景星支行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 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于

2012年9月1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的授信额度及保证期间内。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2014年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2014-012相关内容）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7年12月31日

2、注册资本：1,821,308,000元

3、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888号

4、经营范围：危险化学品生产；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工；进

出口业务

5、法定代表人：王大壮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567,801万元，负债总额370,286万元，流动负

债250,449万元，净资产197,513万元。 2013年1-12月份：营业收入924,698万元，利润总

额-5,126万元，净利润-4,655万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554,760万元，负债总额360,090万元，流动负债

250,353万元，净资产194,670万元。 2014年1-9月份：营业收入665,762万元，利润总额

-3,098万元，净利润-3,098万元。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主要

内容（合同编号：3241190112000003）：

授信人：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银行（以下简称“甲方” ）

受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章 授信额度及类别

第一条 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甲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乙

方提供人民币壹拾亿元整的授信额度。 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乙方

使用上述授信额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 上述授信额度用于下列授信业务的额度

暂定为：1、贷款：人民币壹拾亿元。

第二章 授信期间

第三条 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5年，自2011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

8日，但每笔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

第七章 担保

第二十三条 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全部债权能得到清偿，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将与甲方签订编号为324119011200000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乙方履行

本合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

（二） 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 （合同编号：

3241190112000003）：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

为了确保债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合同债权人签订的3241190112000003

号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在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

第三条 保证范围

3.1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2012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8日期间编号为

3241190112000003号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开出的信用证、保函、承

兑汇票等。

第四条 保证方式

4.1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 保证期间

5.1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33,9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3.22%。 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

的担保。

六、其他

1、《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合同编号：3241190112000003）、《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 同 编 号 ：3241190112000003）、《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3241110215000003）。

2、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68

证券简称：奥马电器 公告编号：

2015-010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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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会计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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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2014

年

1-12

月

2013

年

1-12

月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44,383.61 425,719.73 4.38%

营业利润

21,887.60 22,444.58 -2.48%

利润总额

22,628.60 22,968.01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174.04 19,570.32 -2.0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16 1.18 -1.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3.43% 15.51% -2.08%

项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307,939.64 286,084.40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50,474.07 135,103.08 11.38%

股 本

16,535.00 16,53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9.10 8.17 11.3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盈利较去年有所下降。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444,383.61万元，同比增长4.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174.04万元，同比下降2.0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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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15%—0%。 现经过对2014年度财务数据的初步核算，公司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下降2.08%，与已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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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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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

2015－

临

005

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业绩快报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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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营业总收入

5,454,631,332 4,668,424,987 16.84%

营业利润

1,006,982,275 773,119,673 30.25%

利润总额

1,035,804,676 788,062,862 3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8,991,726 615,067,873 31.53%

基本每股收益

1.32 1.00 3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7% 19.30% 3.2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6,764,659,122 5,595,858,789 2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748,703,697 3,368,659,053 11.28%

股本

613,340,000 306,67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6.11 10.98 -44.35%

注：1、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2、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海南元阳食品有限公司92.5%股权、湖北元阳食品有限公司75%股权、辽

宁元阳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昆明景润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 基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

计处理原则，公司自报告期初即将上述四家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同时对比较期间合并财

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进展良好，商业模式创新取得重要进展。 通过持续的技术、服务和模

式创新，公司已经能够为客户提供涵盖产品策划、包装设计与制造、食品饮料灌装及信息化、网络化营

销服务等内容的综合包装解决方案。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良好。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5,463.13万元，同比增长

16.84%，主要是对三片罐核心客户销量增长及二片罐业务规模扩大所致；实现营业利润100,698.23万

元，同比增长30.25%；利润总额103,580.47万元，同比增长31.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

899.17万元，同比增长31.53%，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增长，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及成本费用控

制所致。 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1.32元，同比增长32.00%。

3、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676,465.91万元，较期初增长2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74,870.37万元，较期初增长11.28%。

4、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61,334万元，较期初增长100%，系公司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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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11元，较期初下降了44.35%，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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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5-01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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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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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615,586.48 3,720,788,318.32 14.19%

营业利润

76,116,578.40 69,675,414.94 9.24%

利润总额

80,552,908.37 73,438,790.18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577,242.36 60,467,506.65 6.8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9 0.08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3.4% 0.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616,070,071.68 6,601,378,576.16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863,628,219.35 1,806,536,976.99 3.16%

股 本

748,600,000.00 748,6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49 2.41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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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说明

2014年，公司不断承接有品牌影响力的大型优质工程，在铁路基建、机场与文体建设的空间钢结

构建筑领域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公司通过创新不断提升市场空间：改革现有的制造能力以服务高端市

场；获得房建总承包资质以实现产业转型之路；开拓海外市场以增加新的业绩增长。 在国家“一路一

带” 等政策实施的带动下，公司全年订单同比明显上升，实现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2014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24,861.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19%；营业利润7,611.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4%；利

润总额8,055.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57.72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6.80%。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761,607.01万元，比期初增长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186,362.82万元，比期初增长3.16%，资产和所有者权益保持了平稳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4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在-20%-20%之间（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站上的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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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

2015-01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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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95,380,407.86 310,550,768.23 -37.09%

营业利润

43,348,293.23 109,608,988.29 -60.45%

利润总额

65,128,922.64 141,945,655.83 -5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62,189.71 133,115,499.19 -53.7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47 -5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9% 11.36% -6.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320,225,023.62 1,293,111,984.85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234,242,631.14 1,236,871,232.91 -0.21%

股本

282,520,000.00 282,52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4.37 4.38 -0.2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为提升状态监测系统装置质量及运行可靠性，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应用水

平开展了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治理提升工作，放缓了在线监测产品招投标工作，使得公司2014年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7.09%，毛利率小幅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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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方洁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惠芬

、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琼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2.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郑水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

2015-003

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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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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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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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4,814,561.09 1,873,300,336.28 -2.05%

营业利润

44,000,012.16 45,235,633.60 -2.73%

利润总额

46,663,456.79 46,942,806.44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0,432,903.73 40,830,706.69 -0.9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4 0.45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8.63% -0.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45,837,713.64 2,534,343,054.74 2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

534,751,064.08 494,243,656.18 8.20%

股本

91,000,000.00 91,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88 5.43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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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经营状况稳定。 实现营业收入 1,834,814,561.0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0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432,903.7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97%。

2、财务状况说明

2014年末，公司资产及权益规模增长，主要是因为公司盈利增加留存收益影响所致。 总资产3,

045,837,713.64�元，同比增长20.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34,751,064.08元，同比

增长8.20%。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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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07

证券简称：华媒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15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华媒控股”（证券代码

000607）自2015年1月19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5年1月24日披露了编号为2015-007号《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 经进一步协商论证，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于2015年1月29日披

露了编号为2015-009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并于2015年2月5日、2月12日、2月26日分

别披露了编号为2015-010号、2015-011号、2015-014号《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司原承

诺争取最晚将在2015年3月2日前按照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现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并承诺在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即最晚将在2015年4月29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一、 公司在停牌期间做的工作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各项工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

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已相继进场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与

相关各方就本次资产重组的方案和程序等进行了商讨、沟通。 同时，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该事

项进展情况公告。 按照《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

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和申报，并对其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仍在有序进行之中。

二、公司延期复牌的原因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商议筹划、咨询论证等耗时较长，目前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尚未全部

完成。

三、承诺

本公司承诺争取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 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6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 停

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09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41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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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拟与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南车投资” ）、青岛吾尔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吾尔堂” ）共同收购青岛康平铁路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康平” ）孙忠正、孙

静、赵秀芳、刘晓明、万光宝、万瑞昕、杨波7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的青岛康平100%的股权。 其中，本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收购青岛康平股东合计持有的该公司60%的股权，该

部分股权对价为人民币1,2000万元；南车投资、吾尔堂分别拟以现金4,000万元收购青岛康平股东合

计持有的该公司40%的股权。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及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2月27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346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本公司提交的《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

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

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