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16-013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布

2015

年度全年业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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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年2月26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74.35%的股权，以

下简称“招商局置地” ，股票代码：978.HK）发布了2015年全年业绩公告，招商局置地全年业绩公告

按照香港会计准则编制并经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投资者可于香港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查询详尽的业绩信息及分析，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

2016-011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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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亿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12个月。2015年11月11日、

11月19日，公司分别使用自有资金提前归还了1,500万元和800万元。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2016年2月26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000万元提

前归还了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用于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2.37亿元，使用期限至2016年6月9日。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

000572

编号：

2016-4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更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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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2?月?26?日，经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马轿车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 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

更。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所持泰格医药（

300347

）股票估值调整的

公告

鉴于泰格医药(股票代码:� 300347)自2016年2月16日起因重大事件临

时停牌。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监

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

告)的要求，并参照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经与

托管行协调一致， 本公司决定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泰格医药 (股票代码:�

300347)股票自2016年2月25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

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2-27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6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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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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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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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0,106.40 1,538,493.30 -7.69%

营业利润 22,172.26 28,568.85 -22.39%

利润总额 23,296.41 31,125.78 -2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536.28 25,040.31 -2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2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35% 7.21% -1.86%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98,028.30 1,051,508.70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374,351.35 355,699.85 5.24%

股 本 91,040.00 45,52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11 7.81 -4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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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行，导致公司主营产品黄金、白银等金属价格大幅

下跌。 一年来，公司着眼市场变化大局，立足行业特点，以不断的技术创新为支撑，以稳妥

的市场运营为保障，适应市场形势新变化，持续抓好成本管理、技术创新、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继续保持了企业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1,420,106.40万元，同比下降7.69%；营业利润 22,172.26

万元，同比下降22.39%；利润总额23,296.41万元，同比下降25.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9,536.28万元，同比下降21.98%；基本每股收益0.21元，同比下降25.00%。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资产状况良好，截至2015年12月31日，总资产1,098,028.30� �万

元，比上年末增加4.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74,351.35万元，比上年末增

长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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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5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与业绩预期一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曲胜利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克河先生、会计机构

负责人刘大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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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的2015年度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83

证券简称：合众思壮 公告编号：

2016-019

北京合众思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五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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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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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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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566,890.33 489,874,157.57 54.85%

营业利润 38,786,434.59 19,999,403.40 93.94%

利润总额 69,371,822.84 51,891,181.89 3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71,275.74 40,058,071.96 5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37 0.2140 4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1% 2.82% 0.8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486,343,845.66 1,867,148,857.87 3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790,716,736.62 1,423,050,458.59 25.84%

股 本 197,328,688.00 187,200,000.00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9.07 7.60 19.3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5年度营业总收入为75,856.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6,869.27万元，增长

幅度54.8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057.1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51.32万元，增

长幅度51.21%。

公司在报告期内通过并购增加收入并提高利润；按照战略目标在专业市场和行业大

客户方面实现增长；进一步优化低毛利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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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78.6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78.70万元，上升幅度为93.94%，

主要是由于公司通过并购调整业务结构，以及专业市场和行业客户收入增长所致。

报告期总资产248,634.38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919.50万元，上升幅度为33.16%，

主要是由于公司合并范围变化及经营规模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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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等四项利润相关指标同步增长，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分别为33.69%、51.21%、46.59%

和0.89%，主要是由于公司合并范围变化及经营业务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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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二O一五年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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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6-018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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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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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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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507,790.88 583,344,130.30 -26.20%

营业利润 -522,894,473.09 -8,037,857.58 -6405.40%

利润总额 -632,120,749.75 14,779,166.55 -437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1,542,640.22 12,288,682.53 -532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666 0.0262 -5316.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14% 0.90% -62.0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27,050,903.38 2,175,743,838.64 -4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727,294,070.86 1,371,966,440.80 -46.99%

股 本 469,459,458.00 312,972,972.00 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55 4.38 -64.6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经营情况同比上期有所下降。 总资产122,105.09万元，同比减少43.60%；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2,729.41万元， 同比减少46.99%；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050.08

万元，同比下降26.20%；实现营业利润-52,289.45万元，同比下降6405.4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处置

辽宁、陕西、苏州等子公司所形成的投资损失以及业绩下降，导致营业利润同比下降51,485.66万元；实

现利润总额-63,212.07万元，同比下降4377.1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及处置安徽、广州

子公司部分设备所形成的损失所致；实现净利润-64,154.26万元，同比下降5320.60%。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营业利润 -6405.4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处置辽宁、陕西、苏州等子公司所形

成的投资损失以及主营业务业绩下降所致

利润总额 -4377.1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下降及处置安徽、广州子

公司部分设备所形成的损失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320.6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处置辽宁、陕西、苏州等子公司、安

徽、广州子公司部分设备所形成的投资损失、以及主营业

务业绩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 -5316.03%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所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04%

增减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总 资 产 -43.6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处置辽宁、陕西、苏州等子公司造成

公司总资产的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46.9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造成未分配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减少所致

股 本 50.0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64.6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预计与公司2016年1月29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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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3718

证券简称：海利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18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和《兽药

GMP

证书》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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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5日发布了《上海海利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和<兽药GMP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7），具

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的规定，现将海利生物生

产线等有关事项补充如下：

一、生产线、计划生产品种及设计产能

序号 生产线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1 细胞毒活疫苗生产线(3条）

10亿羽份、

7000万头份

鸡马立克氏病火鸡疱疹病毒活疫苗（FC-126

株）、鸡痘活疫苗（鹌鹑化弱毒株）、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活疫苗（CH-1R株）、高致病性猪

繁殖与呼吸综合征活疫苗（HuN4-F112

株）、伪狂犬病活疫苗（Bartha-K61株）、猪

乙型脑炎活疫苗（SA14-14-2株）

4 胚毒活疫苗生产线 40亿羽份

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活疫苗（La�

Sota株+H120株）、鸡传染性法氏囊病活疫苗

（B87株）

5 细菌活疫苗生产线 500万头份 猪败血性链球菌病活疫苗、仔猪副伤寒活疫苗

6 胚毒灭活疫苗生产线（2条） 29000万ml

鸡新城疫、禽流感（H9亚型）二联灭活疫苗

（La�Sota株+WD株）、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

管炎、禽流感（H9亚型）三联灭活疫苗（La�

Sota株+M41株+WD株）

8 细胞毒灭活疫苗生产线(2条） 3500万ml

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疫苗、猪细小病毒病灭活

疫苗、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腹泻二联灭

活疫苗

10 细菌灭活疫苗生产线 2500万ml

猪链球菌病灭活疫苗（马链球菌兽疫亚种+猪

链球菌2型）、仔猪大肠埃希氏菌病三价灭活

疫苗

11 猪瘟活疫苗（兔源）生产线 1500万头份 猪瘟活疫苗（兔源）

二、公司现有5个车间通过GMP认证，共计11条生产线。 其中一期2个车间、6条生产线，二期3个车

间、5条生产线，为2011年1月通过GMP验收。本次申请GMP验收，没有新增投入。截至2016年1月底，公

司生产线账面原值约为2亿元。

三、主要产品的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主要生产厂家 市场情况

1

猪圆环病毒2型灭活

疫苗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猪圆环病毒疫苗是

用于预防和控制猪

圆环病毒病的流行

而研制的疫苗，是近

年来出现的猪的重

要传染病，发病率

高，据统计我国猪群

中PCV2抗体阳性率

达80%以上，发病率

为25%至40%。 据

了解，目前国内市场

规模约为6.5亿元。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江苏南农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等生产企业

2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活疫苗（CH-1R

株）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猪蓝耳病活疫苗主要用于

预防猪蓝耳病，是农业部

针对国内爆发猪蓝耳病而

及时推广及使用的主要防

疫产品。 随着国家政策带

动以及市场需求拉动，猪

蓝耳病疫苗未来存在较大

发展空间。 据了解，目前

蓝耳病活疫苗经典毒株市

场规模约为3.2亿元，其中

CH-1R株的蓝耳病疫苗市

场规模约为2.2亿元。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等生产企业

3

高致病性猪繁殖与

呼吸综合征活疫苗

（HuN4-F112株）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是由猪

蓝耳病病毒变异株引起的

一种急性高致死性传染

病。 是农业部针对国内爆

发猪蓝耳病而及时推广及

使用的强制免疫产品。 据

了解，目前高致病性蓝耳

病疫苗国内市场规模约为

10.5亿元，其中

HuN4-F112株的高致病

性蓝耳病疫苗市场规模约

为2亿元。

吉林正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4 猪瘟活疫苗（兔源）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猪瘟活疫苗是用于防治猪

瘟。 国家对全国所有的猪

实施猪瘟强制免疫。 根据

2012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

免疫计划总体要求是，群

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

90%以上，其中应免畜禽免

疫密度要达到100%，免疫

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

70%以上。 据了解，目前国

内市场规模约为8.5亿元。

广东永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等生产企业

5

伪狂犬病活疫苗

（Bartha-K61株）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该疫苗主要用于预防猪伪

狂犬病，2011年以来，猪群

的伪狂犬阳性率大幅度升

高，一直比较稳定的伪狂

犬流行病学出现了波动，

新的流行现状对伪狂犬防

控方案提出了新的要求，

伪狂犬疫苗的市场还存在

一定的上涨空间。 据了

解，目前国内市场规模约

为3.5亿元。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维科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科前动物生物制品有限责任

公司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等生产企业

注：以上内容及数据根据《兽药产业发展报告（2014年度）》及网络资料整理，主要产品为公司的

关键核心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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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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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19日发出，并

获得董事确认。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7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晓光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

案》；

同意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战略委员会由许晓光、许晓荣、林海生、严希阔、卢永华（独立董事）五位董事组成，其中许晓光为

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由许晓光、卢永华（独立董事）、黄健雄（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卢永华为主任

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许晓荣、卢永华（独立董事）、苏伟斌（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苏伟斌

为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许晓荣、黄健雄（独立董事）、苏伟斌（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黄健雄为主任

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各专门委员

会《议事规则》执行。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许晓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许晓荣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

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许晓光先生、许晓荣女士简历请见附件。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任命许晓光先生、林海生先生、康春华女士、严希阔先生、汤义胜先生、张波涛先生为本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其中，同意聘任许晓光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林海生先生与汤义胜先生继续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康春华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并兼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严希阔先生继续

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张波涛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研发创新中心包装技术总监。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具体请详见2016年2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述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康春华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2-7896162

办公传真：0592-7896162

电子邮箱：zqb@hxpp.com.cn

联系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梧侣路19号

邮政编码：361100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汤远清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汤远清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萍萍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萍萍女士简历请见附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92-7896162

办公传真：0592-7896162

电子邮箱：zqb@hxpp.com.cn

联系地址：厦门市同安工业集中区梧侣路19号

邮政编码：361100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议

案》。

为进一步明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会的职责权限，保证公司战略委员会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

具体请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厦门合兴包装

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简历

许晓光，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生，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民航厦门航管站预

报员，联宇包装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以下简称“新疆兴汇

聚” ）。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宏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以下简称“宏立投资” ），湖北合兴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世凯威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艺柔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包装联合会第六

届理事会副会长。

许晓光先生通过新疆兴汇聚和宏立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104,529,369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28.06%，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晓光先生与董事许晓荣女士是兄妹关系，与许晓荣女士同为公

司另两名实际控制人许天津先生、吕秀英女士子女，与监事许伟刚先生为堂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

许晓光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许晓荣，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厦门捷能工业有限公司经理，

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宏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合兴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福建长信纸业包装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成都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湖北合兴包装印

刷有限公司董事，南京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爱尔德斯（厦门）塑胶有限公司董事，合肥合兴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重庆合信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香港世凯威有限公司董事，武汉华艺柔印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青岛世凯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合肥合信包装有

限公司董事，佛山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郑州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海宁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天津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昆山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宇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重庆文乾包装

有限公司董事，天津市兴汇聚有限公司董事,福州福瑞包装有限公司董事,�营口市合坤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郑州合坤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新乡合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新疆裕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湖北华艺包装印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厦门世凯威包

装工业有限公司董事，厦门合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市融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

许晓荣女士通过新疆兴汇聚和宏立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50,641,466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13.60%，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晓荣女士与董事许晓光先生是兄妹关系，与许晓光先生同为公

司另两名实际控制人许天津先生、吕秀英女士子女，与监事许伟刚先生为堂姐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

许晓荣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海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生，大专学历。 曾任厦门东海大厦酒店部长、经

理，厦门瑞喜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厦门天第隆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福建长

信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爱尔德斯（厦门）塑胶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宁

合兴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佛山长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合兴

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珠海市千层纸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福建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淮安合兴

惠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昆山合兴惠宇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世凯威包装工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

林海生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严希阔，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生，大学学历，会计师。曾任福建省工业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财务科长，中欣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公司

财务总监，佛山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郑州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佛山长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海

宁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威斯顿（天津）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

事，珠海市千层纸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严希阔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康春华，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生，大学学历。曾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外勤高级经

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厦门荣圣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爱尔德斯（厦门）塑胶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合兴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成都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董事长，武汉华艺柔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合肥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重庆合信包装印刷

有限公司董事长，遵义合信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青岛世凯威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龙海合信包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合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长，郑州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宁合兴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文乾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合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佛山长信包装有限公司董事，

新疆裕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康春华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2012年5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并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汤义胜，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7�年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曾历任武汉市武汉造纸

厂车间主任、副厂长，武汉东风造纸厂厂长，武汉市造纸公司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湖北合兴包装印

刷有限公司总经理，武汉合信包装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汤义胜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张波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生，包装工程专业硕士。 2006年起任本公司技术

部经理，目前担任本公司研发创新中心包装技术总监。 张波涛先生一直从事本公司结构设计项目开发、

项目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客户TPS开发、公司内部研发项目管理等。 在职期间：完成研发团队、包装实验

室及中心制度建设；带领设计团队获得华东设计大奖；主持完成大型家电、电子、食品行业客户TPS项目

数十个；在《包装工程》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实用新型专利30余项；主持开发

和设计包装软件1套，获得国家支持产权局软件著作权证书，为国内首套TPS软件；主要起草包装行业国

家标准5项。

张波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

汤远清，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年11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高发（漳州）运

动器材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福建长信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汤远清先生

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萍萍，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8月生，本科学历。 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就

职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中心，2007年4月至今就职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

限公司董秘办。 于2009年7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萍萍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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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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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6年2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19日发出，并获得监事确认。公司本届监事会有监事3人，亲自出席

会议的监事3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郑恺靖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监

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郑恺靖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2016年2月25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为止。

郑恺靖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郑恺靖，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生，大学学历。 历任厦门银城股份有限公司科

员、经理、董事会秘书，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法务经理等职，2009年起担任本公司法律事务高级专

员、投资中心总监。 现任昆山世凯威包装有限公司董事，福州福瑞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郑州合坤包装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营口市合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青岛雄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新乡合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合兴包装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郑恺靖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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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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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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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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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2,474,015.33 2,716,474,436.86 5.01%

营业利润 152,493,698.10 162,439,915.70 -6.12%

利润总额 159,757,146.43 169,149,986.45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4,336,271.94 125,559,001.11 -8.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36 -13.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5% 12.39% 减少4.1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83,172,112.16 2,448,857,618.93 2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567,728,040.89 1,060,310,795.57 47.86%

股本 372,490,118.00 347,504,000.00 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21 3.05 38.03%

注：以上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同期比增长5.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期比减少8.94%。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披露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具体内容请

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预计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比上年同期下降：0%� -� 10%， 盈利：11,

300.31万元–12,555.9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金额与该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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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益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314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

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

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益混合I 易方达新益混合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314 001315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五只基金

修改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托管协议的相关约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基金托管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修改旗下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益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易方

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协议中关于资金清算交收日的

约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修改后的托管协议于2016年2月29日生效。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托管协议修改内容

（一）对《易方达裕如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七、交

易及清算交收安排”章节的修订

原表述为：

“（四）申购、赎回、转换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数据传递及托管协议当

事人的责任

3、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

基金申购、赎回等款项采用轧差交收的结算方式，净额最晚不迟于T+3日

在基金管理人总清算账户和资产托管专户之间交收。 ”

调整为：

“（四）申购、赎回、转换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数据传递及托管协议当

事人的责任

3、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清算

基金申购、赎回等款项采用轧差交收的结算方式，净额在交收日在基金

管理人总清算账户和资产托管专户之间交收。 ”

（二）对《易方达新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易

方达新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托管协议》“七、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章节的修订

原表述为：

“（四）申赎净额结算

T+1日15:00前，注册登记机构根据T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金投资者申

赎基金的份额，基金管理人将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有效数据汇总传输给基金

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据此进行申购赎回的基金会计处理。 基金

申购、 赎回等款项T+3日前在基金管理人总清算账户和基金银行账户之间交

收。 ”

调整为：

“（四）申赎净额结算

T+1日15:00前，注册登记机构根据T日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金投资者申

赎基金的份额，基金管理人将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有效数据汇总传输给基金

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据此进行申购赎回的基金会计处理。 基金

申购、赎回等款项在交收日在基金管理人总清算账户和基金银行账户之间交

收。 ”

（三）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查阅修订后五只

基金的托管协议全文。

二、重要提示

本次托管协议的修订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修订内容与

基金合同的规定不存在任何冲突，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本次修订更新后的托管协议将自2016年2月29日起生效。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利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49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

需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34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

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享混合A 易方达新享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342 001343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2月2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鑫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285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新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新

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2月29日

恢复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投资

需求。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新鑫混合I 易方达新鑫混合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285 001286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转换转

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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