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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4�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公告编号：2015--002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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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

2014年度 2013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3,054,982,070.52 2,174,814,836.09 40.47%

营业利润 295,611,797.04 199,524,035.12 48.16%

利润总额 296,354,620.53 202,170,497.28 4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517,175.33 135,545,414.54 63.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 0.50 4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06% 41.43% -0.37%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总资产 2,501,007,504.83 1,377,243,180.11 8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83,708,938.76 417,615,397.52 63.72%

股本 412,734,085 139,100,000 19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22 1.53 45.10%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1.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2.关于会计处理有关事项说明：

2014年9月5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及向北京弘高慧目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4）922号)，核准了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要事项已经

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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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会计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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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本有关事项说明：法律上本公司发行在外的权益性证券的股份数量为412734085

股。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权益性工具的金额反映法律上子公司（购买方，北京弘高建筑装饰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简称“弘高设计” ，下同）合并前发行在外的股份面值以及假定在该

项企业合并成本过程中新发行的权益性工具的金额，但是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权益结构

反映法律上母公司（被购买方，即本公司，下同）的权益结构，即法律上母公司发行在外

权益性证券的数量及种类。

关于比较数据信息说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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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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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054,982,070.5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47%；实

现营业利润295,611,797.04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8.16%； 实现净利润221,517,175.3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3.43%。

2.报告期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业务开拓力度，保持公司主营业务的稳定增长，营业收入增

幅较大，同时成本费用控制取得一定的成效。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增长幅度

都超过了40%，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大拓展主营业务，合理控制成本费用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3）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4%，主要是因为公司借壳上市且构成反向购买，根

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表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

披露》（2010年修订）规定，报告期的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发生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4年10月30日披露了2014年度业绩预告：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21900-24000万元（具体见公司2014-084号《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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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05� � � � �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2015-008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上海姚记悠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关互联网彩票销售相关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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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股公司上海姚记悠

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彩公司” ）是一家以互联网技术、电信技

术、无线应用技术为依托，将创新的技术与传统的彩票产业相结合，面向彩票

服务市场，提供一揽子彩票相关服务的专业化平台公司。 2015年初，财政部、

民政部和体育总局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自

查自纠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总

局关于切实落实彩票资金专项审计意见加强体育彩票管理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经向参股公司了解，由于悠彩公司2014年下半年才组

建成立，目前相关服务平台处于研发构建过程中，尚未正式对外开展业务，后

续业务的开展将会根据相关通知的要求，确保合法、合规。

关于该事项对公司影响以及风险提示：

1、目前悠彩公司相关业务尚未正式开展，且仅为公司参股公司，对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2、悠彩公司目前相关平台正在搭建，后续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对公司

未来业绩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651�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3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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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议案》已经2014年5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在

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参见2014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公告。

2014年5月、6月， 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分别获得四川省商务厅川商审

批[2014]132号《关于核准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

公司的批复》及颁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商境外投资证第5100201400070号）、国

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批发的中方股东对外义务出资《业务登记凭证》，上述投资获

得批准。

2014年6月25日，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英文）LEEJUN� HOLDING�

(SINGAPORE)� PTE.� LTD.】注册成立，初始注册资本1新币，注册地为新加坡莱佛士坊

24号吉利福中心 20-05 【24� RAFFLES� PLACE� #20-05� CLIFFORD� CENTRE�

SINGAPORE】。 2014年8月26日，公司以自有资金换汇500万美元支付投资款。 2014年9

月11日，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办理完毕商业注册登记手续，具体有

关详细情况请参见2014年9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在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

2015年2月2日，公司以自有资金换汇500万美元支付剩余500万美元投资款项。 2015

年2月25日，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办理完毕商业注册登记手续。 至

此，按照四川省商务厅川商审批[2014]132号《关于核准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的批复》，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投资款项

全部到位，利君控股（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已缴资本1,000万

美元，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77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2015-017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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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1月26日披露了《烟台

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按照相关规定已停牌。 经确认，公

司正在筹划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发生异常波动，公

司于2014年12月2日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4年12月2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30日。停牌期间，每五个工作日即2014年12月9

日、16日、23日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4

年12月16日同时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意向书的公告》。 2014年

12月30日，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并于

2015年1月9日、16日、23日披露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2015年1月24日，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2015年1月30日，

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5年2月7日、

14日，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5年2月17

日，公司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十一位股东 【北京隆德开元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北京隆德长青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正红广毅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宁波启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驰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骏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祺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宁波善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付幸朝、宁波中盈华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波骏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交易方式

各方同意， 公司将以发行A股股份的方式收购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十一位

股东持有的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三）标的资产情况

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Juno� Energy� II, � LLC与Juno�

Operating� Company� II,� LLC两公司所有的位于美国二叠盆地的油田资源（美国德克

萨斯州Crosby郡）的相关权益（以下简称“油田资产” ），收购完成后浙江犇宝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将享有油田资产100%权益。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为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十一位股东所持浙江犇宝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合计100%股权， 该标的资产所对应的权益包括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所收购的油田资产。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如下事项/尚需完成事项：

（一）2014年12月14日， 公司已与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十一位股东签署了

《意向书》。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6日发布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意向书的公告》。

（二）2015年2月9日， 公司已与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十一位股东及浙江犇

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

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发布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重大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公告》。

（三）截止本公告日，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尽职调查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审计、评

估等工作尚未完成。

（四）相关工作正按计划推进中。 公司将积极协同相关各方推进各项工作，积极推动

并尽快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根据计划安排，公司将于

2015年4月下旬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本次重组预案；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

预案后，按照有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海外石油资产， 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公司需要聘请美国律师、

会计师等相关中介机构配合国内中介机构的工作，整个收购过程比较复杂，耗时相对较

长。 截至目前，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公司股票因上述原因无法自2015年3月2日起复牌，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于

2015年3月3日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79� � � � � � � � �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5-012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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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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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326,678,547.40 289,545,451.00 12.82%

营业利润（元） 65,268,211.48 57,170,471.09 14.16%

利润总额（元） 75,538,128.18 63,346,084.69 19.2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353,688.55 59,433,902.96 21.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16 0.3381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0% 8.66% 增加1.3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元） 822,357,970.16 762,322,892.11 7.8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747,059,786.64 708,750,252.99 5.41%

总股本（股） 175,795,305.00 175,795,305.00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4.25 4.03 5.46%

注：因公司收购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起联科技” ）的相关标的资

产完成交割过户的时间是2015年1月， 故上表数据中不包含亿起联科技2014年度业绩，

亿起联科技2014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将于其年度审计工作完成后另行披露。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度经营计划目标，深入落实深化行业市场布局、强化产品线整

合、保障项目监管、优化内部管理等举措，集团管控和电子政务业务继续稳步增长，公司

经营高效运转，并且公司亦积极拓展并部署大数据、移动互联相关业务领域，全年共实现

营业收入32,667.85万元，同比增长12.82%；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对人力成本和费用支出

的管控，并着眼于提高各项对外投资的管理成效，适时处置了公司持有的拜特科技股权

资产，实现利润总额7,553.81万元，同比增长19.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

235.37万元，同比增长21.74%，基本每股收益0.4116元/股，同比增长21.74%。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82,235.80万元，总负债6,593.24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74,705.98万元，同比增长5.41%。

三、与前次经营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范围为6,800.00万元~7,50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4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7,235.37万元，属于前述预计的变动范围之内，不存在业绩预计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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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279� � � � � � � � �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15-013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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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日前，因筹划重大事项，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2月9日开市起停牌。本公司正在筹划

的重大事项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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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票简称：久其软件，股票代码：002279）自2015年3月2日开市时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

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2015年4月1日前披露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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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本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报告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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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4月1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

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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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

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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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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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

告。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3月2日

证券代码：002292� � � � � � � �证券简称：奥飞动漫 公告编号：2015-015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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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534,759.56 1,553,010,630.05 55.86%

营业利润 420,326,995.20 261,606,798.21 60.67%

利润总额 443,807,849.33 268,519,696.59 6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7,792,180.62 230,833,244.67 8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9 0.38 8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9% 14.98% 6.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114,968,746.72 3,242,717,975.85 2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51,644,759.57 1,693,609,568.64 50.66%

股 本 631,940,162.00 614,400,000.00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04 2.76 46.38%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实施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总数

为9,375,010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23,775,010股；公司于2014年上半年

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该计划已于2014年6月20日完成授予登记，其中授予

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1,536,800股已于2014年7月18日在深交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25,311,810股；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事宜于2014年10月实施完毕，公司向6家投资者

非公开发行6,628,352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631,940,162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态良好，营业总收入2,420,534,759.56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55.86%；营业利润420,326,995.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7,792,180.6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5.33%。

2014年公司着力构建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 各项业务稳步发

展。 公司2014年业绩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玩具销售收入大幅

增长；（2）手游业务快速增长；（3）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动漫玩具及新并购子公司手游业务销售

增长所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主要是报

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同时毛利率提升所致，基本每股收益增长主要是报告期

内净利润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主要是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及溢价发行股份资本公积

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为70%-10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为85.33%。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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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 � �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0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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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1-12月） 上年同期 （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1 营业总收入（元） 1,132,038,016.12 365,359,516.91 209.84

2 营业利润（元） 149,598,634.95 65,122,734.02 129.72

3 利润总额（元） 152,040,227.57 66,972,322.64 127.02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81,668,879.76 56,129,992.28 45.50

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6 43.75

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16 43.75

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52% 7.2% 2.32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8 总资产（元） 1,946,203,252.00 958,389,629.27 103.07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906,906,172.86 802,550,258.38 13.00

10 股本（元） 362,870,000.00 180,955,000.00 100.53

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50 4.44 -43.69

注：

（1）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以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203.80万元， 同比增长

209.84%；实现营业利润14,959.86万元，同比增长129.72%；实现利润总额15,204.02万

元， 同比增长127.0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66.89万元， 同比增长

45.50%。

上述利润指标上升的主要原因为： 公司2014年完成意大利佛斯伯公司并购交割，合

并报表范围增加，对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带来较大幅度的提升。

随着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从而实现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以及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度有所增长。

2、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规模大幅度增长，期末总资产为194,620.33万

元，较上年度末增长103.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90,690.62万元，较上年

末增长13.00%；股本36,287.0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100.53%。 具体指标变动原因：

总资产较上年度末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合并资产负债表范围增加意大利佛斯伯公

司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主要是由于本期业绩增长所形成

的利润积累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金额较上年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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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范围之内。

四、其他说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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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14�年年度报告详细披露。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会尚未就 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进行任何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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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 � � �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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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033,223.59 3,700,232,671.50 20.56%

营业利润 1,404,366,048.56 1,113,847,282.01 26.08%

利润总额 1,458,262,199.37 1,153,109,726.62 2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0,057,773.03 985,191,332.54 22.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7 1.03 2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0% 27.58% -3.1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1,068,978,402.82 6,890,921,179.04 6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7,890,013,761.61 3,999,857,959.77 97.26%

股 本 959,884,486.00 597,053,600.00 6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8.22 6.70 22.69%

注：上述财务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014年2月17日，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新股上市，公司总股本由597,053,600股增至639,922,991股。 2014

年6月9日，公司以639,922,991股为基数实施了每10股转增5股权益分派,公

司总股本增至959,884,486股。 2014年10月，公司实施了回购社会公众股2,

030,494股。 基本每股收益系根据上述情况调整后的股本数据计算，上年同

期基本每股收益数据进行了相应调整列示。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国内全年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大幅缩减，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

下跌，国际油公司资本性投资减少，全球油田服务市场需求大幅下降。行业面

临严峻形势，公司选择了变革创新，通过变革企业文化、调整战略规划、变革

组织架构和营销体系，夯实了二次创业和发展的基础，全年业绩保持增长。

2、2014年公司总资产11,068,978,402.8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63%，

主要源于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范围，报告期净利润增加所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7,890,013,761.6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26%，主要源于2014年公

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以及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公司股本为959,

884,48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77%，主要源于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本增加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5年1月31日，公司披露《2014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9）， 公告中预计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为20%-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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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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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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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27日， 公司披露了 《201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2015-018），为统一数据格式，避免投资者对数据误读，现将基本每股收益

增减变动幅度由“0.24元” 更正为“23.30%” ；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增减变动幅度由“1.52元”更正为“22.69%” 。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的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

后的《2014年度业绩快报》请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此给

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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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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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260,40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3月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1年9月22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1]1528号文)核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厦工股份” ）于2012年2月17日向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海翼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集团”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260,401

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2年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可上市

流通时间为2015年3月5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0月10日出具的《关于核

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351号文）核准，公司

于2012年12月21日公开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16,000万股，公开增发后公司总股本

为958,969,989股，上述限售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海翼集团承诺，海翼集团认购的厦工股份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内，海翼集团遵守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就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厦工股份申请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未违反

所持股份的限售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数量及上市流通的时间符合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厦工股份与本次限售股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厦工股份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9,260,40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5年3月5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厦门海翼集团

有限公司

19,260,401 2.01 19,260,401 0

合计 19,260,401 2.01 19,260,40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9,260,401 -19,260,401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5、境外法人、自然人持有股份

6、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7、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8、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260,401 -19,260,401 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939,709,588 19,260,401 958,969,989

B股

H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939,709,588 19,260,401 958,969,989

股份总额 958,969,989 0 958,969,989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