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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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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2月26日-2015年2月27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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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交易日9:

30-11:30，13:00-15: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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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2015年2

月27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成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和《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7、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共8人，代表股份139,850,2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964%。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6人，代表公司股份3,562,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93%。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 代表公司股份139,

386,0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624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公司股份464,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0.1719%。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冰律师和熊

德政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9,821,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3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99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001％。

2、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39,578,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6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57％。

3、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139,556,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4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589％。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39,578,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6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57％。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139,606,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1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6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57％。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39,578,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5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9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6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72,0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57％。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139,556,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9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41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4,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589％。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139,558,6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1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1,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7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14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9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9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86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139,556,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96％；反对50,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3％；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26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7411％；反对5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233％；弃权24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5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139,606,7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31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16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4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3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王冰律师和熊德政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

2015-19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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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赛格”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定于2015年3月4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现发布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定于2015年3月4日（星期三）14:50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4088号，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

店三楼广东厅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二）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3月4日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3月3日—2015年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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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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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15:00至2015年

3月4日15:00期间。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

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公司股东应正确行使表决权，如果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五）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

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4088号，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三楼广东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均合法合规，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进行了披露。

（二）审议事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聘请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关于选举佟庆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关于对应收账款金额部分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三）审议事项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3日以及2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的《华控赛格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华控赛格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四）特别注意事项

议案1以特别决议审议，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二）登记时间：2015年3月3日（星期二）13:30-17:30；2015年3月4日（星期三）9:00-12:00，

13:30-14:50。

（三）登记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23号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附后）、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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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9:30-11:30；13:

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0068；投票简称：华控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会议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所有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具体情况如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对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元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1.00

元

2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2.00

元

3

《

关于选举佟庆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3.00

元

4

《

关于对应收账款金额部分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

4.00

元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

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

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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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至2015年3月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期间。

五、投票注意事项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公司证券部 王婉琳、韩逸

电话：0755-28339057

传真：0755-89938787

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23号

邮编：518118

（二）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附件：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2015年3月4日在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

店三楼广东厅(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4088号)召开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对全部议案行使以下表决权：

序

号

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2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3

《

关于选举佟庆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

《

关于对应收账款金额部分计提坏账准备的议案

》

注：1、请在对应表决栏中用“√”表示。

2、对于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5-013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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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46,707,349.43 541,120,086.93 19.51%

营业利润

36,080,034.50 20,454,541.66 76.39%

利润总额

55,127,774.87 52,903,970.79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5,766,906.02 39,047,846.19 17.2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2 0.053 1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9% 2.76% 0.4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735,540,500.50 1,575,547,361.52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451,315,353.93 1,413,556,894.12 2.67%

股本

739,757,400.00 739,757,4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1.96 1.9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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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6,707,349.43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9.51%； 实现营业利润36,

080,034.5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6.39%；实现利润总额55,127,774.8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0%；实现

净利润45,766,906.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21%；实现每股收益0.0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98%。

数据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市场需求增长，销售规模扩大。

2、报告期内对外投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735,540,500.50元，较期初增长10.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1,451,315,353.93元，较期初增长2.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96元，较期

初增长2.62%。 变动不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了 《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0%至30%，公司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修正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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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珠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吕宏先生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马小英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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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48

证券简称：卫星石化 公告编号：

2015-006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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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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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930.69 331,600.66 23.32%

营业利润

3,433.13 57,192.04 -94.00%

利润总额

4,756.83 58,997.87 -9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118.68 50,013.60 -93.7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4 0.63 -93.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4.56% -13.6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62,903.00 627,251.68 2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59,595.90 364,838.92 -1.44%

股本

80,508.70 40,000.00 10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4.47 9.12 -50.99%

注：本报表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08,930.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32%。 主要系子公司“年产

32万吨丙烯酸及30万吨丙烯酸酯项目”和“年产45万吨丙烯工程项目”于2014年投产，增加销售收入。

2、营业利润3,433.1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4.00%；利润总额4,756.8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91.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18.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3.76%。 业绩下滑主要原因：一

是2014年宏观经济环境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公司下游产业发展趋缓，需求疲软，主动采购备货的

积极性不高，各下游产业虽有新增需求，但增速仍与新增丙烯酸产能有差异，供需平衡有待改善；二是

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暴跌，造成产品价格下跌，期末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等因素影响。

3、年末股本增长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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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预计公司2014年

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0.68万元至17,504.76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金额与该

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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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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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8

证券简称：

*ST

东数 公告编号：

2015-007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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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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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4,563.37 33,579.96 2.93%

营业利润

-8,328.76 -20,880.83 -60.11%

利润总额

-2,934.87 -21,247.56 -8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41 -17,288.07 -102.9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 -0.67 -102.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0% -20.69% 21.19%

项 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6,960.96 269,295.58 -1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7,356.36 75,061.79 43.02%

股本

（

股

）

307,495,600 257,495,600 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3.49 2.92 19.5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度国内外机床行业市场需求未见明显回升，公司主营业务虽然止住持续下滑态势，

但增幅不大，主营业务经营业绩也未有根本性改观。 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扭亏为盈，主要是公司在2014年第四季度处置控股子公司威海华东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和

全资子公司威海华控电工有限公司股权取得转让收益所致。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四项财务指标分别较

上年同期减亏幅度为60.11%、86.19%、102.91%和102.99%，主要是处置子公司股权取得转让收

益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加43.02%，主要是公司在2014年3月初

完成向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非公开定向增发5,000万股致使净资产增加3.04亿元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10月16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度经营业绩为：扭亏

为盈，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1,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503.41万元，与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若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业绩扭亏为盈，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可能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若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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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2015-008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四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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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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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74,157.57 619,755,877.30 -20.96%

营业利润

15,505,754.96 -2,583,401.10 700.21%

利润总额

47,185,902.63 25,480,843.27 8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0,098,861.19 9,801,315.11 309.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142 0.0524 30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0.70% 2.1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884,662,939.68 1,779,015,576.78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423,091,255.19 1,401,086,767.21 1.57%

股 本

187,200,000.00 187,2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7.60 7.48 1.6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4年度营业总收入为48,987.4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988.17万元，下降幅度20.9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009.8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029.75万元，增长幅度309.12%。

公司在报告期内按照战略目标进一步聚焦专业市场，增强行业大客户拓展；整合低毛利或亏损产品

线；减员增效、优化费用结构；同时，公司出售子公司股权带来的收益，也是报告期利润增长的重要因素。

2.上表中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说明项目：

报告期营业利润1,550.5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08.92万元，上升幅度为700.21%，主要是由于公

司进一步聚焦行业大客户业务，调整业务结构，以及出售子公司股权所致。

报告期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等三项利润相关指标同步增长，较

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分别为85.18%、309.12%和308.78%，主要是由于公司经营业务的调整，同时，出售子

公司股权也产生一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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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郭信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侯红梅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学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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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女士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521

股票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01

齐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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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7,977,084.05 2,108,138,187.54 20.39%

营业利润

316,519,964.39 221,746,539.26 42.74%

利润总额

313,445,896.40 221,880,894.81 4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3,083,010.28 188,881,216.52 44.5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65 0.45 4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7 8.63 31.7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027,648,012.87 3,490,455,871.06 1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566,259,063.62 2,279,351,731.13 12.59%

股本

420,440,000.00 420,500,000.00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6.10 5.42 12.60%

备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各子公司产能及效益逐步释放，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 本期

实现营业总收入253,797.71万元，同比增长20.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308.30万元，

同比增长44.5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65元，同比增长44.44%。

2、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402,764.80万元，同比增长15.39%；所有者权益256,625.91万

元，同比增长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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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变动幅度为30%

～5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58%，在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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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49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

2015-003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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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26,157.54 232,414,793.96 12.65

营业利润

33,357,055.79 54,642,224.34 -38.95

利润总额

48,610,643.18 70,612,327.06 -3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47,679,527.34 58,823,762.58 -18.9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 0.15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7.63% -1.8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203,160,400.16 1,080,289,730.40 1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43,114,359.58 795,697,935.59 5.96

股 本

405,000,000.00 270,000,000.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2.08 2.95 -29.49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1,826,157.54元，同比增长12.65%，主要因为公司市场规模扩大，安庆

凯美特炼厂尾气、 火炬气分离及提纯项目投产， 销售量、 收入均有增加所致； 实现利润总额48,610,

643.18元,同比增长-31.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679,527.34元,同比增长-18.95%，主要

因为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原料气供应协议存

在异议尚未解决，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处于停产状态，另外2014年新设立福建福源

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和海南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尚在建设期，开办费用增加，上述导致报告期内管理费

用大幅增加所致；公司基本每股收益 0.12元 ,同比增长 -2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82%,同比

增加-1.81%； 主要是公司的净利润减少所致。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总额为1,203,160,

400.16元,同比增长11.37%，主要是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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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中预

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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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2015-004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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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98,844.51 198,991.75 -0.07

营业利润

7,897.66 4,279.87 84.53

利润总额

8,055.67 5,012.71 6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30.66 4,212.36 52.6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1 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3% 5.23% 2.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99,887.90 101,023.45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211.21 80,540.55 0.83

股本

31,020.00 14,100.00 1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62 2.60 0.77

注：1、以上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公司于 2014�年 9�月16日实施了 201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14,100万股为

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12�股。 转增前公司总公司股本为14,100万股，转增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31,020万股，故按照最新股本数调整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本报告期期初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 198,844.5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0.07� %；营业利润7,897.66万元，较去年

同期增长 84.53%� ；利润总额 8,055.6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30.6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52.66�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有：首先，在

大宗商品玉米和豆粕价格梯级下行，以及下游养殖行情不振的背景下，公司通过聚焦客户，加大了客户

服务力度，深化客户战略结构调整；优化公司产品体系使得综合毛利率得到提升，虽然总体收入和上期

大致持平，但销量比上期有一定程度增长；其次，公司在内部优化管理流程及考核体系，进一步促进公司

营运效率及管理效率的提高；再次，以往年度建设项目投资实现较大幅度盈利，从而提高了公司的整体

盈利水平。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结构较为稳定。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99,

887.90�万元，负债总额 16,697.7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1,211.21�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62�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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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

度为35%-6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30.6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 52.66%，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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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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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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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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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元

）

94,667.78 95,308.77 -0.6725%

营业利润

（

万元

）

866.10 8,616.80 -89.9487%

利润总额

（

万元

）

1,180.23 9,580.59 -87.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887.77 8,011.26 -88.91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2 0.22 -90.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6.73% -6.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221,035.12 200,497.91 10.2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万元

）

158,120.63 157,232.86 0.5646%

股本

（

万股

）

39,195.07 39,195.07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03 4.01 0.4988%

注：1、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4,667.78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0.6725%；实现营业利润866.10万元，

较上年同期降低89.9487%；实现利润总额1,180.23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87.6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887.77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88.9185%；基本每股收益0.02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90.9091%；造成业绩降低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根据《企业财务会计

准则》和企业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对暂无改造计划、无法继续使用的奶瓶生产线及玻璃窑炉，计提了较

大金额的减值准备。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因故终止，发生中介机构费用计入了当期损益。

3）公司全资子公司---意德丽塔（滁州）水晶玻璃有限公司，由于受市场的制约，产品产销率低于

预期；本年度产生了较大的亏损。

4）餐饮业消费的低迷对产品销售价格的制约，使得公司产品销售毛利率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额221,035.12万元,较年初增长 10.243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58,120.63�万元,较年初增长0.564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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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的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