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

603118

股票简称：共进股份 编号：临

2015-001

深圳市共进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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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公

司” ）股票（股票简称：共进股份，股票代码：603118）于2015年2月

26日、2月27日、3月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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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公司控股股

东暨实际控制人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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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2月26日、2月27日、3月2日连续三个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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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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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股东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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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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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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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3369

证券简称：今世缘 公告编号：

2015-012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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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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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9,737,800.76 2,515,421,678.40 -4.60

营业利润

841,763,310.29 908,909,286.24 -7.39

利润总额

846,871,478.39 914,615,528.91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1,111,074.88 681,297,444.27 -5.9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1.3472 1.5140 -1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0% 34.08%

下降

11.6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4,501,412,475.79 3,366,261,783.38 3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539,826,648.16 2,287,974,950.04 54.71

股 本

501,800,000.00 450,000,000.00 1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7.05 5.08 3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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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4年，受宏观政策和白酒行业深度调整的影响，公司中高档产品销售下降，导致公司

营业收入、净利润下降。 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399,737,800.76元，同比下降4.60%；2014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1,111,074.88元，同比下降5.90%。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公司2014年7月IPO首发上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817,740,623.24元，是报告期内公

司总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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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

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3.72%、54.71%、38.78%的主要原因。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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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园林 公告编号：

2015-020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下属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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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广东盛城投资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湖南浔

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龙河生态” ）增加注册资本3,000万元，向贵州棕榈仟

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棕榈仟坤” ）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增资完成后，浔龙河生态

的注册资本由壹亿元人民币增加至贰亿元人民币，棕榈仟坤的注册资本由伍仟万元增加至壹亿伍仟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3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7）。

近日，浔龙河生态、棕榈仟坤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 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事项如下：

一、浔龙河生态

（一）公司名称

变更前

公司名称：湖南浔龙河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变更后

公司名称：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

变更前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整

变更后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三）经营范围

变更前

经营范围：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治理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旅游开发；提供垂钓服务；基础设

施建设；蔬菜的种植、销售；凭本企业资质证书从事房地产开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

经营范围：玉米、食用菌、蔬菜、稻谷、园艺作物、水果、花卉的种植；林业产品、花卉作物、水果的批

发；自助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文化旅游产业投资与管理；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园林绿化

工程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河湖治理及防洪设施工程建筑；垂钓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农产品

销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污染治理；造林、育林；林木育苗；农产品初加工服务；农业园艺服务；住宿；

中餐服务；西餐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上述变更外，浔龙河生态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二、棕榈仟坤

变更前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整

变更后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整

除上述变更外，棕榈仟坤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5-006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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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受理

●本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的金额：约2700.22万元，以及本案仲裁费、保全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无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

际仲裁中心）《SDX2015012保证合同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2015〕 沪贸

仲字第1105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仲裁机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租赁）

被申请人：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二、仲裁的事实和请求

（一）仲裁请求。

1、判令被申请人为乐山乐电天威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乐电

天威）对招银租赁的全部债务52945449.47元在51%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判令本案仲裁费、保全费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事实与理由。

2011年2月9日，乐电天威与招银租赁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乐

电天威以回租方式向招银租赁转让租赁设备。 公司作为保证人与招银租赁签

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融资租赁合同》项下乐电天威对招银租赁所

负全部债务的51%部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乐

电天威应当按照招银租赁发出的《租金支付表》支付租金，但乐电天威自2014

年11月22日开始连续违约欠付第十五期租金，招银租赁已在2014年11月22日

向乐电天威及公司发出《租金预期及追加担保事项通知书》，于2014年12月3

日向乐电天威及公司发出《融资租赁合同提前终止通知书》，乐电天威及公司

仍未支付租金及提供新增担保；同时，乐电天威因经营状况恶化，受到银行债

权人的司法追究，并于2014年12月17日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

理破产清算。 因此，乐电天威已经构成根本违约。 根据上述保证合同及相关法

律规定， 招银租赁有权要求公司为乐电天威对招银租赁的全部债务的51%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仲裁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及时公告以上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3月3日

证券代码：

600850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公告编号：临

2015-011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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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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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575,045.55 557,731.53 536,876.18 3.10

营业利润

31,424.19 28,371.78 27,993.91 10.76

利润总额

33,899.56 32,792.54 32,364.67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4,967.45 24,390.79 23,968.96 2.3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7760 0.7581 0.7450 2.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18.69 19.13 19.15

减少了

0.44

个

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385,584.12 381,225.22 368,042.95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40,657.01 126,052.31 123,579.39 11.59

总股本

（

股

）

321,744,887 321,744,887 321,744,88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37 3.92 3.84 11.5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 公司面对IT行业变革及业务生态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

战，主动调整战略布局，实施结构转型，提升价值重心。公司在报告期内继续深

耕系统集成与服务、 智能建筑与机房等业务板块， 并保持了相关业务稳步增

长；面对行业变革，公司积极布局未来，持续投入软件和行业解决方案业务；此

外，公司还对低毛利、高风险业务进行调整和收缩，以规避风险，实现资产安

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

11.59%；2014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3.10%、2.36%。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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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5-013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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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划对公司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4年9月29日开市时起停牌。经公司进一步了解并确认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后，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4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2014

年12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3日开

市时起继续停牌。 2015年2月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司股票

自2015年2月3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在截至目前的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 公司已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具体内容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交易各方会同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各中介机

构仍在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方案论证、尽职调查、审计评估、专项核查等各项工作，标的

公司涉及的境外股权架构调整工作已办理完毕，其他与此次重组相关的包括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

书）在内的各类文件正在有序准备，此次重组的各项工作仍在顺利推进之中。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

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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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5-014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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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两项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专

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 利

类 型

申请日

专利权

期 限

证书号

1

ZL 2014 2

0571011.0

简易自动定量装置

实用新

型专利

2014

年

09

月

30

日

十年 第

4150946

号

2

ZL 2014 2

0571235.1

多 用 途

、

高 效

、

多 级

气体吸收塔

实用新型

专利

2014

年

09

月

30

日

十年 第

4151533

号

上述两项专利的专利权人为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公司” ），以上

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15-008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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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数据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人福医药” ）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的数据为准，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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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705,162.80 601,021.14 17.33

营业利润

79,486.09 74,344.53 6.92

利润总额

82,149.25 76,994.81 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5,177.10 41,778.01 8.1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85 0.83 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97 11.92

减少

1.95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216,713.11 970,700.50 2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72,285.16 434,223.60 8.77

股 本

52,877.72 52,877.7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8.93 8.21 8.7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4年人福医药坚持“创新、整合、国际化” 的发展战略，圆满完成年初制定的经营

计划，经营业绩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公司下属各医药生产企业进一步夯实营销基础，加强

了对终端的掌控力度；各医药商业企业以“做医疗机构综合服务商” 为目标，大力拓展新

业务，积极做好医院集中配送工作；同时，公司稳步推进研发创新，坚持实施国际化战略，

积极布局医疗服务业，进一步增强了可持续发展能力。

经初步核算，公司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705,162.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33%；实

现利润总额82,149.2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6.6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77.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4%，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趋势。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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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05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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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2月

27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董事王祥伟先生关于将持有的部分公司股权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给王斌杰先生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转让股份情况

转出股东

名称

转入股

东名称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交易价格

（

元

）

转让股数

（

万股

）

转让比例

（

%

）

王祥伟 王斌杰 大宗交易

2015

年

2

月

25

日

10.42 150 0.48%

王祥伟 王斌杰 大宗交易

2015

年

2

月

26

日

10.48 96 0.30%

王祥伟与王斌杰为父子关系， 王斌杰目前在公司美国子公司 Shenkai�

petroleum� LLC� �担任总经理职务。

二、股东本次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

王祥伟

合计持有股份

25,447,757 8.04% 22,987,757 7.26%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6,361,939 2.01% 3,901,939 1.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085,818 6.03% 19,085,818 6.03%

王斌杰 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460,000 0.78%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转让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李芳英女士、袁建新先生、王祥伟先生

曾作出股份锁定承诺如下：（1） 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

部分股份。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2）超过上述36个月的期限后，在本公司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转让行为未违反上述承诺。

3、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转让后四位实际控

制人顾正先生持股9.57%、李芳英女士持股12.29%、袁建新先生持股7.77%、王

祥伟先生持股7.26%，合计持股36.89%。

4、公司四位实际控制人顾正先生、李芳英女士、袁建新先生、王祥伟先生

承诺在一致行动协议履行期间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

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009

证券简称：安科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17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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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3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300267

证券简称：尔康制药 编号：

2015-013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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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5年3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300328

证券简称：宜安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6

号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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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定于2015年3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

2015

）

006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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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5年3月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5年3月1日，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

文》、《2014年度报告摘要》于2015年3月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2日

B003

■ 2015年3月3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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