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712

证券简称：思美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14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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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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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290,630.00 1,638,485,095.92 31.30%

营业利润

91,185,156.39 106,197,400.96 -14.14%

利润总额

95,900,023.86 110,914,977.01 -1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017,679.08 84,088,324.28 -15.5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3 1.15 -27.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0% 17.96% -9.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205,115,041.02 797,291,291.65 5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831,152,102.77 510,140,099.29 62.93%

股 本

85,319,509.00 72,968,000.00 1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9.74 6.99 39.34%

注：上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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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成功上市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知名度，增加了公司参加比稿的机会。 公司通过

增强客户服务能力，优化媒介代理的资源配置，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业务规模，2014年营业总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长31.30%。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毛利率的降低以及资金回收的减慢，报告期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等指标均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20,511.50万元，同比增长51.15%，主要是由于应收账款

的增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3,115.21万元，同比增长62.9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为9.74元，同比增长39.34%，主要是由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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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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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15-009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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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4,922,127.08 16,661,124,004.23 10.71%

营业利润

913,031,029.37 929,092,173.88 -1.73%

利润总额

975,355,424.76 971,265,092.13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94,536,430.46 769,132,408.77 3.3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8 0.48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8% 17.41% -2.63%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0,541,425,149.21 8,206,462,755.08 28.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5,882,444,163.50 5,033,098,726.47 16.88%

股本

1,664,982,914.00 1,637,824,823.00 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53 3.07 14.9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44,492.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71％；营业利润91,303.1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3%；利润总额97,535.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79,453.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0％。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054,142.51万元，比年初数增长28.4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88,244.42万元，比年初数增长16.88％；公司股本166,498.29万元，比年

初数增长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53元，比年初增长14.9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公司业绩快报公告的经营业绩为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3.30%

，

与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

2014

年度预计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

，

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

，

公司股票不存在可能被实施特别处理

、

暂停上市或终

止上市的情况

。

五、备查文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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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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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42

证券简称：九阳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2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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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943,888,209.54 5,328,121,623.61 11.56%

营业利润

712,094,785.66 690,657,097.02 3.10%

利润总额

750,739,356.23 695,850,131.19 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7,775,140.58 469,706,542.02 12.36%

基本每股收益

0.69 0.62 1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68% 16.38% 1.3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5,003,134,201.80 4,532,934,537.13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124,150,349.27 2,944,043,042.02 6.12%

股 本

767,885,000.00 760,950,000.00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07 3.87 5.1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4,388.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56%；实现利润总额75,073.94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8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52,777.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36%。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升级线上、线下领域的体验式营销，营业收入重新回到增长轨道，其中食品

加工机类、营养煲类产品稳定增长，西式电器类产品持续快速增长，面条机等创新类产品也取得了突破

增长。 与此同时，公司通过铁釜首发、粉丝节活动等各种形式探索互联网发展方向，在互联网元年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成本的变动幅度与营业收入的变化相匹配， 但受公司收入结构日趋均衡的影

响，公司毛利率同比下降1.45个百分点，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1,209.48万元，同比增长3.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年10月30日，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的增减变动幅度为0.00%~20%，与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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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60

证券简称：

*ST

常铝 公告编号：

2015-016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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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0,489,386.28 1,836,935,573.24 18.16%

营业利润

22,840,940.56 -69,383,923.75 132.92%

利润总额

26,618,623.23 -59,565,591.71 14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671,662.56 -59,209,126.52 138.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 -0.17 1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1% -10.62% 14.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850,753,160.43 2,246,666,307.93 2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03,105,324.31 527,817,297.74 71.10%

股本

413,116,001.00 340,000,000.00 2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2.19 1.55 41.2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说明

2014年公司通过转变观念树立信心、集中力量扩大产销量、设定目标节支降本、强化管理提升效率、

加快技改按期投产等主要工作措施实现销售量11.57万吨，同比增长18.18%；生产量11.47万吨，同比增

长16.45%；实现营业总收入217,048.94万元，实现营业利润2,284.0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267.17万元，全年实现扭亏为盈，致使主要财务指标有大幅度提升。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4年末，公司总资产285,075.32万元，较上年末增长26.89%，股本413,116,001元，较上年末增长

21.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19元， 较上年末增长41.04%，主要是由于公司在报告期内

进行资产重组致公司资产规模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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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业绩预告

”

中预计的业绩区间不存在较大

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根据本次业绩快报

，

预计定期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可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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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会计师

（

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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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2-27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0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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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本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4�年12�月31日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1�月5日开市

起停牌。现核实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传化股份，代码：

002010）自2015年3月2日上午开市起，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公司债券（简称：

13传化债，代码：112161）正常交易。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 30个自然日，即公司承诺争取于2015年4月1日前按

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的，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4月1日恢复交易，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表；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180

股票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

2015-012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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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 2014年 11月 6

日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艾派克，证券代码：002180）于当日

上午开市时起临时停牌。 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于 2014�年 12�月11�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95），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艾派克，证券代码：002180）自2014年12月11日上午开

市起继续停牌。

2014年12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决议公告编号：2014-097）， 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年12月18日、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月5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2015年1月10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2015年1月17日、2015年1月24日、2015年1月31日、2015年2月7日、2015年2月14日公司根

据重组情况按规继续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上述相关公告编号依次为：

2014-100、2014-101、2015-001、2015-002、2015-003、2015-004、2015-005、

2015-008、2015-009，具体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地推进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

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

停牌。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直至发布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公告后复牌，敬请

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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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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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内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审计的财

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

（

元

）

8,762,386,294.62 7,291,826,322.14 20.17%

营业利润

（

元

）

816,463,724.36 545,698,740.45 49.62%

利润总额

838,042,106.62 575,837,601.99 45.5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

元

）

495,475,794.23 343,182,230.42 44.3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3 0.65 43.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2.76% 10.94% 1.8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8,846,981,613.27 7,071,122,966.91 2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

元

）

4,282,152,251.43 3,400,646,139.11 25.92%

股本

（

股

）

530,047,150.00 530,047,15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8.08 6.42 25.8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76,238.6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17%；实现营业利

润81,646.3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9.62%， 利润总额83,804.2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5.5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547.5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4.38%。

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 配套车型的热销、 新客户带来的新订单使得公司销售稳步增长；“精益化生产” 和

“自动化设备的推广”使得生产效率得以提高；费用控制的加强使得公司经营成本下降，上

述原因促进了2014年公司国内业务实现较快增长，业绩同比增长29.02%。

2、2014年4季度，德国华翔多批新产品开始量产，由于原有经营管理上的不稳定，造成

产品质量问题突出，废品率较高，相关损失较大，同时为避免主机厂停线，完成交付，德国华

翔采用了一些非正常方式，造成物流等费用较高，对业绩造成较大影响，2014年4季度，德

国华翔亏损近1亿元人民币，受此影响宁波华翔4季度业绩较去年同期下降52%。

为扭转国外业务的被动局面，公司解聘了德国华翔原管理团队，从中国委派了总经理，

聘请当地专业管理服务公司，同时从宁波华翔各子公司抽调相关技术人员组成支援团队来

协助尽快改进， 但上述措施短时间内不会彻底改变德国华翔的经营状况，预计2015年一

季度仍将较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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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8日披露的2014年年报业绩预告的修正

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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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5-006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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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 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周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2015年2月2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

年2月26日15：00至2015年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0人，共拥有股份数176,353,98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33.27%。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8,352,

84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9.8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8,

001,137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4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调整与日本井上合作方式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292,06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9%；反对61,

49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9%；弃权4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2%。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徐军律师、唐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95

证券简称：佳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1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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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4、议案6和议案7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

议于2015年2月27日下午2:30在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歌山分公司6楼会议室召

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至2015年2月2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2月26日15:00至2015年2月

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平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1,

791,5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58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计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1,499,94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854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9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037%。

（四）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84,6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2、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84,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3、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84,6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5%。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4、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51,791,5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票2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1%。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2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1%。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关于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84,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票6,7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6、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72,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 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弃权票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票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票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票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7、审议《关于调整内部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51,772,8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7%。 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弃权票

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网络投票情况：同意票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票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票27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8%。反对票1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弃权票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曹翠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佳隆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佳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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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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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

度

（

％

）

营业总收入

646,775,596.77 802,128,170.62 -19.37

营业利润

-531,847,461.80 -429,847,428.54 -23.73

利润总额

-565,989,895.97 -564,188,989.58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2,515,373.24 -564,383,855.23 0.3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70 -0.71 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62% -61.15% -117.47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

度

（

％

）

总资产

1,181,229,641.87 1,679,713,577.55 -2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548,757.86 601,714,315.46 -95.59

股本

800,000,000.00 8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03 0.75 -95.5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4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19.37%， 主要系餐饮业态营业收入仍持

续下降，环保业态的营业收入未达预期以及新媒体大数据业态尚无营收贡献所导致。

2、2014年度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滑23.73%，主要系因业绩亏损，公司商誉减值幅度

扩大，公司应收预付款可收回性不确定性增加，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增加，公司发生大额资产

减值损失。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本期数比上年同期下降95.59%。 主要是由于公

司连续两年发生大额亏损，净资产总额下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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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披露的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数据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公司2013年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本次业绩快报，公司2014年净利润仍然为负

值，预计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公告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公司发行的“ST湘鄂债”于2014年10月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第6.3条之规定以及本次业绩快报，“ST湘鄂债” 将存在被暂停上市

的风险，且自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ST湘鄂债” 将被实施停牌。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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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云网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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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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ST

湘鄂债”及其他相关风险提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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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且根据公司发布的《2014年度业绩快报》，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251.54万元 (未经审计)，2014年业绩继续亏损，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公司发布的《2014

年度业绩快报》，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251.54万元 (未经审计)，

2014年全年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3.2.1条之

规定，公司股票将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ST湘鄂债”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根据公司发布的

《2014年度业绩快报》，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251.54万元 (未经

审计)。 本期债券于2014年10月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

续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第6.3条之规定，“ST湘鄂债” 将存在被暂

停上市的风险，且自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ST湘鄂债” 将被实施停牌。

三、“ST湘鄂债”回售兑付风险

截至2015年2月10日，公司以偿债资金专户资金实施回购部分“ST湘鄂债” 后偿债资

金专户余额只有少量结息。 鉴于公司资金链紧张的局面未得到有效缓解，本期债券持有人

如果在 2015年4�月行使回售选择权时本息能否按期足额兑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如果本

期债券持有人在2015年4月行使回售选择权时公司未能按期足额兑付本息，后续可能产生

重大风险，对于该等风险的类型、影响程度等公司目前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四、公司被立案调查相关风险

2014年10月12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达《调查通知书》（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41906

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相关调

查尚未产生结果。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结果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

13.2.1条第（八）项规定的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

股票交易三十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后将被暂停上市。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2014年修订）》13.2.5条的要求，在退市风险警示期间，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

次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前述公司被立案调查事项和相关进展，以及公司股票因此可

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理性投资。

五、实际控制人无法履行承诺的风险

根据公司于2014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在公司转型过程中为公司债提供增信措施的

公告》，实际控制人孟凯先生对保证公司债券兑付作出承诺。 此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承诺给公司的财务资助款项仍有1500万元尚未到账；同时，由于目前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处于质押状态且被有权机关冻结，上述承诺能否及时履

行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敬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股票及“ST湘鄂债”的投资风险。

中科云网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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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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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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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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9,413,571.49 2,017,884,062.21 12.47%

营业利润

162,280,545.20 218,550,738.98 -25.75%

利润总额

205,871,024.39 234,339,970.02 -1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1,160,189.67 160,738,212.88 -18.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2 0.27 -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1% 6.04%

下降

1.1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324,555,834.77 4,586,422,622.70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723,654,735.39 2,621,794,596.06 3.89%

股 本

586,009,370.00 586,009,3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4.65 4.47 4.0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69,413,571.49元，营业利润162,280,

545.20元，利润总额205,871,024.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

160,189.67元， 分别较2013年同期增长了12.47%、-25.75%、-12.15%、-18.

40%，主要原因是：(1)�受消费市场持续弱势影响，公司经营总体不理想；(2)主

品牌报喜鸟业务稳健发展；代理品牌HAZZYS快速增长；零售品牌的直营销售

增长较快；（3）为尽快降低库存、轻装上阵，零售品牌加大特销处理力度，导致

零售品牌业务短期毛利率下降；职业服品牌宝鸟营业收入与上年相当，但受接

单价下降影响，毛利率下降；（4）随着零售直营业务的增长，终端费用增加较

快；积极优化业务流程，并关闭部分发展前途不大、潜力较小的业务，有利于长

远发展，但导致短期一次性费用增加；电商业务框架已经搭建，进展符合预期，

但还处于投入期，短期费用较大；向加盟商收取的资金占用费（风险金）较上

年同期减少，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2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预披

露的范围之内，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志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袖元先

生、会计机构负责人黄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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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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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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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

2015年2月26日，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为充

分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现

将预案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鉴于公司目前在同行业当中股本规模相对较小， 投资者多次通过电话交

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等渠道提出对公司股本扩张的诉求。为进一步增强公

司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在符

合利润分配原则前提下，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提议公司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586,009,37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50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586,009,

370股。

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承诺在公司召开相关股东大会审

议上述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 公司董事会对于上述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上述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

议后，公司及时召集了全体7名董事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对上述利润分配预案进

行了研究，参与讨论的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经讨论研

究，形成一致意见并承诺：

公司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方小波先生提议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 上述预案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以及《未来三年（2014-2016年）股东回报规划》，能够达到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 上述2014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中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以上董事均书面承诺， 在公司召开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2014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事项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

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三、风险提示

本次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

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

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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