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5-001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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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2月25日、2月26日、2月27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经向公司控

股股东沈汉标先生及实际控制人沈汉标先生、王妙玉女士函证确认，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对公

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

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

司目前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

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0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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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51,163.80 385,643,269.63 11.28

营业利润

-12,915,296.03 47,514,471.48 -127.18

利润总额

-6,032,222.34 50,850,737.67 -1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96,937.37 43,223,915.14 -119.43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27 -11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2% 3.73% -4.45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852,646,045.89 1,429,876,447.79 2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45,211,895.67 1,165,068,414.60 -1.70

股本

160,000,000.00 160,00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16 7.28 -1.65

注：表内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业绩

201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915.1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8%，实现营业利润-1,291.53

万元、归属母公司净利润-839.69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127.18%、119.4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公司持续加大市场推广力度，销售费用大幅增长；

（2） 公司对压缩机业务的市场开拓和销售网络建设投入加大，压缩机试制、试验费用增多，压缩机

团队人员增加，导致各项费用增长较快。

3、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85,264.6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29.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114,521.19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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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700万元至900万元。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修正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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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07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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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346,884.70 3,136,973,995.64 2.05%

营业利润

167,561,258.21 127,465,440.17 31.46%

利润总额

178,238,759.52 149,532,408.88 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65,052.80 131,424,853.86 18.9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312 0.7870 -45.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1% 7.72% -1.51%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7,272,324,665.37 5,223,734,629.81 3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749,008,435.86 1,763,661,881.92 55.87%

股 本

369,000,000.00 167,000,000.00 12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7.45 10.56 -29.4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按照2014年度方针目标的要求，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外抓市场、内抓管理，优化业

务流程和资源配置，完善治理，持续提高经营能力，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销售收入、营业利

润保持稳步增长。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20,134.69万元，同比增长2.05%；营业利润16,756.13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31.46%；利润总额17,823.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636.5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98%。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1.46%。 主要原因是：公司长期投资获得投资收益较去

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通过加大设计优化、提高材料利用率、减少外包、费用限额控制等措

施有效降低了成本费用。

4、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新增股份3,800万股；公司实施2013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新增股本16,400万股。 公司总股本由此增加120.96%。

5、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39.22%、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55.87%，主要原因是：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

本公积增加。

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4312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5.22%，主要原因为公司总股本增

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4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4年1-12月业绩为：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为0.00%-50.00%。

公司2014年1-12月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18.98%，在前次年度业绩预计的范围之

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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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24

证券简称：金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2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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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 关于会计处理有关事项说明：

2014年12月8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及向石河子快乐永久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322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资产过户、交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股发行登记及上市等

主要事项已经实施完毕，置入资产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完美影视” ）已完成工

商登记变更，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以及财政部会计司财会便[2009]17号《关于非上市公司购买上市公司股权实现间接上市会

计处理的复函》等相关规定，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反向购买。

（1）股本的有关事项说明：本报告期期末股本数为法律上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权益性证券的股份数

量，即487,706,996股。 但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等关于计算每股收益时发行在外的

普通股加权数的相关规定：①自当期期初至购买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应假定为在该项合并中法

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数量；②自购买日至期末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为法律

上母公司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③反向购买后对外提供比较合并财务报表的，其比较前期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每股收益，应以法律上子公司的每一比较报表期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损益除以

在反向购买中法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股数计算确定。 因此，本报告期期初股

本数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增发的股份数，即287,706,996.00股。

（2）每股收益的有关事项说明。 本报告期每股收益的加权股本数为：

股本数=287,706,996.00*12/12+200,000,000*0/12=287,706,996.00（股）

（3）计算每股净资产所使用的股本见上述股本的有关事项说明。

（4）关于比较数据信息说明：根据准则，合并财务报表的比较信息是法律上子公司的比较信息，即

法律上子公司的前期合并财务报表；比较期间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购买方（法律上子公司）加权

平均股数×收购协议中的换股比例，即287,706,99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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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684,354.35元；实现营业利润266,577,751.14元；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0,542,057.74元，较去年同期上升46.56%。 主要原因：1、延续精品电视剧路线，部

分电视剧取得了较好的项目收益；2、加强剧组成本和公司费用控制，成本费用有所下降；3、取得的政府

奖励收入有所增加。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上升3.0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余额为1,646,871,342.60元，比期初增长33.62%；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56,020,159.75元，比期初增长2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为1.55元，比期初下降-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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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2014年业绩预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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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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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磊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94

股票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7

】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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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312,010.73 1,763,555,842.87 4.75

营业利润

41,606,514.36 97,188,916.30 -57.19

利润总额

44,509,997.21 109,094,706.05 -5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074,866.13 92,333,312.40 -55.5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2 0.53 -77.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5 9.06 -5.1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448,118,704.30 2,011,413,323.32 2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050,664,100.95 1,027,784,061.85 2.23

股 本

345,600,000.00 172,8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3.04 5.95 -48.91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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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312,010.73元，同比上年增长4.75%；利润总额44,509,997.21元，

同比下降59.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1,074,866.13元，同比下降55.51%。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折旧、期间费用增

加、计提坏账准备及人力成本上涨所致，基本每股收益下降主要系公司利润下降及公司股本扩大所致。

年末股本增长主要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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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要系股本

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5年1月31日披露的《2014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93.33万元至 6,463.33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期业绩修正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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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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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5-2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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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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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830,164.38 603,497,589.90 5.85%

营业利润

102,324,684.48 90,535,767.66 13.02%

利润总额

106,808,465.39 97,525,494.83 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6,235,289.37 90,033,956.50 6.8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49 0.51 -3.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9% 13.16% -0.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646,643,883.86 921,301,409.06 7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323,247,031.97 714,267,705.70 85.26%

股 本

249,336,569.00 176,714,847.00 4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5.31 2.86 85.66%

注1：报告期期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按照股本249,336,569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6,235,289.37�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89%，

其原因：一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市场拓展，积极开发新产品和新客户，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5.85%；

二是公司参股的重庆八菱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和广西华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同比大幅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的投资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79.11%。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1,646,643,883.86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323,247,

031.97元，股本249,336,569.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31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78.73%、85.26%、41.10%、85.66%。 增长幅度较大原因主要是公司于2014年9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72,621,722股(每股面值1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72,621,722元，净募集资金565,758,491.00元,导

致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均有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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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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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5-003

安徽鸿路钢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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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5,150,946.48 4,930,106,813.13 -14.30

营业利润

156,896,410.28 165,240,187.47 -5.05

利润总额

171,498,076.59 209,541,236.65 -1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87,059.54 165,519,262.03 -15.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216 0.6176 -1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7% 7.65% -1.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7,398,196,238.39 6,621,938,609.82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365,263,915.37 2,244,236,855.83 5.39

股本

268,000,000.00 268,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8.83 8.37 5.5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

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4

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

14.30%

、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

5.05%

、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18.16%

、

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

15.55%

，

主要原因如下

：

⑴ 2014

年第四季度由于部分客户推迟付款原因

，

部分项目因此暂时推迟发货

，

影响公司的营业收

入及利润

；

⑵ 2014

年度公司营业外收入减少

；

⑶

为了提高采购竞争力

，

公司提前支付了大部分钢贸供应商应付款

，

实现大宗采购能直接在优势

钢厂采购

，

公司在

2014

年第四季度承兑贴现增加

，

导致短期财务费用增加

。

2

、

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739819.62

万元

，

同比增长

11.72%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236526.39

万元

，

同比增长

5.39%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2014

年三季报公告时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0%-30%

，

经

公司内审部门审计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978.71

万元

，

同比下降

15.55%

，

与前次预计存在差异

。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2014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02

），

供投资者查阅

。

四

、

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

存在差异

，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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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37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

2015-011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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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数）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2,502,884,639.71 3,120,949,301.56 -19.80%

营业利润

64,828,081.49 101,932,611.97 -36.40%

利润总额

72,841,464.96 111,722,925.15 -3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187,210.37 59,033,393.87 -48.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0 0.39 -4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4.32% -2.1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2,701,978,147.00 3,108,600,249.48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06,849,103.75 1,399,583,601.66 0.52%

股本

151,350,000.00 152,480,000.00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9.30 9.18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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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88.46万元，较同期下降19.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018.72万元，较同期下降48.86%，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全面贯彻“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的经营主题，聚焦汽车冲压件总成产

品、直流高效电机产品，聚焦著名汽车客户、世界500强优质客户，一方面淘汰附加值低的家电零部件类

产品和客户，造成公司营业收入较同期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营销团队大力开拓优质高附加值汽车零部件

客户，造成公司各项费用居高不下，影响公司净利润；

2、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转型升级战略目标，在对家电零部件类产品、客户进行淘汰的过程中，造

成该类产品存货及相应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报告期内公司对其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3、受公司下游行业增速放缓影响，公司于2012年6月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存在减值迹象，报告期内确认了商誉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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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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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01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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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275,391.26 960,548,420.17 1.85%

营业利润

22,203,861.83 41,160,645.28 -46.06%

利润总额

36,421,007.95 53,313,912.42 -3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588,468.55 61,987,588.77 -47.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7 0.13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2.83% -1.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574,393,322.78 2,406,307,974.64 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167,885,877.94 2,183,987,056.88 -0.74%

股 本

464,096,260.00 459,821,700.00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4.67 4.7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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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4年度营业总收入978,275,391.26元，同比增长1.85%；营业利润22,203,861.83元，同比

下降46.06%； 利润总额36,421,007.95元， 同比下降3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588,

468.55元，同比下降47.43%；基本每股收益 0.07元，同比下降46.15%。

2、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公司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进行同行业的并购，

增加了并购费用；另一方面是公司为了强化基础管理，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大了对研发、销售和人力资源

等方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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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披露的《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

的预计业绩存在较小的差异，本次差异的主要原因为第四季度公司销售和管理费用控制情况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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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86

证券简称：东方海洋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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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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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533,815.10 615,510,337.66 -1.62%

营业利润

26,317,744.71 45,227,530.24 -41.81%

利润总额

44,658,546.38 59,840,063.23 -2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409,489.45 57,006,323.60 -25.6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1739 0.2338 -2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4.27% -1.2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2,646,874,769.67 2,515,383,134.07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404,853,618.80 1,362,439,311.16 3.11%

股 本

243,850,000 243,85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5.76 5.59 3.04%

注：以上内容均按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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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53.3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2%；实现营业利润2,

631.77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41.81%； 实现利润总额4,465.85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25.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240.9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61%。

2014年，世界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各经济体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国

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随着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量的加大给公

司资金面带来较大压力。水产品加工业务竞争激烈，水产品出口形势日趋严峻，整体毛利率

较低。受国内高端餐饮消费市场持续低迷影响，公司内销产品销量亦较低。公司海水养殖主

要品种三文鱼经过前期市场推广，取得了一定的销售成果，由于目前仍在继续加大渠道拓

展力度，利润贡献暂时较小。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主要利润数据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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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

为-30%—0%，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5.61%，与前

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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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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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东方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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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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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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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

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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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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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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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召开地点：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夏鼎湖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569,821,51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08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67,242,4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85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579,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627,5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5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8,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2,579,0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312％。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2015年2月4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2015-07号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821,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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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7,5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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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关于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详见2015年2月11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

的2015-12号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9,821,4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27,4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2％；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 束小俊

3、结论性意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和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8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5]第20号

致：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鼎股份 ” ）的委托，指派鲍金桥、束晓俊律师（以下简称“本律师” ）就中鼎股份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会议通知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

前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的要求如

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出席会议的中鼎股份股东及股东代表16人，代表股份569,821,519股，均为截止至2015年

2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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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鼎股份股东。 中

鼎股份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中鼎欧

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上述提案由中鼎股份第六届董事会提出，上述提案与会议通知一并

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

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表决。 两名股东代表、

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现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果由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为：

(一)《关于对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9,821,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7,54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关于中鼎欧洲控股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9,821,4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弃权100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27,442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2%），反对0股，弃权100股。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中鼎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鲍金桥

束晓俊

二○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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