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6-012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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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80,850,

491.73

993,936,800.74 18.81%

营业利润 67,670,678.40 61,944,047.25 9.24%

利润总额 69,983,206.69 62,153,674.57 1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450,964.35 53,579,669.90 1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13 0.0686 18.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1.89% 0.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092,700,

474.83

4,015,939,796.95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63,811,

400.77

2,854,306,384.49 -10.18%

股本 780,750,000.00 260,250,000.00 2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3.2838 10.9676 -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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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1,180,850,491.73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81%；营业利润67,

670,678.4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24%；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450,964.35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8.42%。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订单有所增长，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同时公司营业利润和

净利润也有所增长。

2、201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63,811,400.77元，比上年末减少10.1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15元，合计分配利润390,375,

000.00元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838元，比上年末减少70.06%，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公司股本由260,250,000.00元增加至780,750,000.00元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计不

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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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

2016-006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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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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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1-12月）

上年同期

（1-12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1,287,652,735.15 1,190,269,651.33 8.18%

营业利润（元） 101,990,567.70 152,247,664.09 -33.01%

利润总额（元） 115,682,091.72 157,603,131.93 -2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61,555,057.63 84,106,447.12 -2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5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69% 9.52% -2.8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报告期末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2,585,654,116.74 1,965,360,165.97 3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元）

925,356,819.63 892,747,622.46 3.65%

股本（元） 580,592,000.00 362,87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股）

1.64 1.58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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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8,765.27万元，同比增长8.18%；实现营业利润

10,199.06万元，同比下降-33.01%；实现利润总额11,568.21万元，同比下降26.60%；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55.51万元，同比下降26.81%。

上述营业收入指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并购苏州百胜动力机器股份有限公司80%股

份，合并其7-12月份的销售收入。

上述利润指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母公司印刷机国内业务较上年下降；（2）母公司新

厂投入使用，产能尚未释放，资产折旧及相关管理费用增加；（3）本年利息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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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565.41万元，较上

年度末增长31.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为92,535.68万元，较上年末增长3.65%；

股本58,059.20万元，较上年末增长60.00%。 具体指标变动原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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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百胜动力机

器股份有限公司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末增长，主要是由于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

形成的利润积累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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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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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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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725

证券简称：跃岭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3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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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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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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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063,162.79 832,637,434.73 -22.65%

营业利润 63,013,476.34 106,424,453.28 -40.79%

利润总额 64,633,970.91 108,584,439.43 -4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5,983,057.76 93,933,718.39 -40.4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5 0.60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2% 11.54% 下降5.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025,055,372.87 1,051,987,252.70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888,270,319.56 870,719,364.77 2.02%

股 本 160,000,000.00 100,000,0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55 8.71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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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406.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6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98.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0.40%。 经营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① 2015年受政经多种因素影响，俄罗斯、乌克兰等公司主要出口市场订单大幅减少，导致

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减少；

② 募集资金项目2015年初开始投入生产，产品还处于持续拓展状态，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成本费用中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分摊较多，导致公司净利润下降。

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0.3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1.6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42%，较

上年同期下降5.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2,505.54万元，较期初下降2.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88,270.03万元，较期初增长2.02%，股本16,000万股，较期初增长60.0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5.55元，较期初下降36.28%，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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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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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0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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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宝信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下称“宝信投资” )的通知。 获悉宝信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质押前股东已质押股票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用途

宝信投资 是 47,631,500

2015-3-

4

2017-3-

3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33.05%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宝信投资 是 8,132,400

2015-4-

9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64%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宝信投资 是 39,260,000

2016-2-

3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7.24%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宝信投资 是 7,890,000

2016-2-

3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48%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合计 -- 102,913,900 -- -- -- 71.42% --

二、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

占其

所

持股

份

比例

用途

宝信投资 是 29,600,000

2016-2-2

4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54%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宝信投资 是 11,586,100

2016-2-2

4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8.04%

质 押 式

回 购 交

易

合计 -- 41,186,100 -- -- -- 28.58%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宝信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44,100,4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41%；宝信投资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44,1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99%,

占公司总股本的11.41%。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1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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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904.01 538,246.48 28.36%

营业利润 53,781.76 36,655.85 46.72%

利润总额 54,408.47 36,851.33 4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736.07 26,878.99 3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22 3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1% 15.37% 0.8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684,836.19 491,785.64 3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32,434.31 207,212.31 12.17%

股 本 126,310.1435 126,310.143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1.84 1.64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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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5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0,904.0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8.36� %； 实现营业利润53,

781.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72%；实现利润总额54,408.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7.64%；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736.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67%。

2、报告期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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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超

过了20%，主要是公司继续加大业务开拓力度，保持了业务的稳定增长，成本费用控制取得一定成效。

（2）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39.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同

期增长12.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12.20%，主要是因为公司业务规模

持续增加，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加及收购深圳高文安设计有限公司60%股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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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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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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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1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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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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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621,154.13 449,624,516.49 -4.67%

营业利润 25,190,565.32 -93,696,489.60 126.89%

利润总额 26,804,769.28 -96,621,683.57 12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210,375.54 -92,045,672.24 11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47 11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23.07% 25.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647,471,039.77 615,981,592.42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63,239,145.56 353,028,770.02 2.89%

股 本 195,000,000.00 195,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86 1.81 2.7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4.67%，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

上升126.89%，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上升127.7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比上年

同期上升111.09%，其主要原因为：公司完成了商务信息用纸业务的整合提升，互联

网数字营销业务启动并有所增长，公司利润实现扭亏为盈，整体盈利能力得到了显

著提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为：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700万元至12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公司2015年

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1.04万元。 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1．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2．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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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股票代码：

002235

股票简称：安妮股份 编号：

2016-012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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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12月28日披露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等相关公告。

公司重组预案披露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董事会下发了

《关于对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2015】第64

号），公司已于2016年1月12日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进行反馈回复并公告。 公司股

票自2016年1月12日开市起复牌，并于2016年1月29日披露了《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0）。 现根据相关规定将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最新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目前，公司、交易各方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顺利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项的后续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涉及

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 待上述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文件。 待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

知，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

二、特别提示

1、公司于2015年12月28日披露的《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

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

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

销、中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

关事项。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2015�年6月11日修订）》的有关

规定，公司在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将每三十

日发布一次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6-01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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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104,507,956.93 1,083,984,917.33 1.89%

营业利润 207,877,539.48 200,635,900.47 3.61%

利润总额 218,449,058.20 209,055,555.27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864,963.48 181,199,620.06 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5 0.308 5.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2% 9.97% -0.25%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总资产 2,592,980,233.62 2,492,350,970.92 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25,981,565.15 1,892,101,394.00 7.08%

股本 588,102,305 235,240,922 15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445 8.043 -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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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0,450.80�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08,398.49� 万元增长1.89%；营

业利润20,787.75�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0,063.59�万元增长3.6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086.50�万元，较上年同期的18,119.96�万元增长5.33%。

2015年度，公司广泛推进“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以及“精益生产、精益管理” ，进一步整合公司

研发、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资源，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公司综合竞争力持续提高。 2015年

度，公司综合毛利率、销售净利率分别为36.60%、17.27%，同比分别增长0.80和0.57个百分点。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59,298.02� 万元，较期初增长

4.04%，总负债53,858.02� 万元，较期初下降6.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02,598.16万

元，较期初增长7.08%。

2015年6月，公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5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88,102,305股，致使2015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下降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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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三季报中对2015年全年进行预计的经营业绩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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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54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

2016

———

006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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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091,454.68 2,274,554,849.80 -1.52%

营业利润 172,878,141.73 161,813,137.94 6.84%

利润总额 183,028,905.60 205,311,945.19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7,852,783.63 134,058,225.05 -19.5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23 -21.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0% 4.91% -1.0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600,193,290.13 4,349,000,983.56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805,109,942.90 2,726,552,770.77 2.88%

股 本 1,172,018,740.00 586,009,37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39 4.65 -48.6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40,091,454.68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52%； 营业利润172,878,

141.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4%；利润总额183,028,905.6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8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07,852,783.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9.55%，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终端零售持续低迷，特别2015年四季度终端零售景气度再下台阶，加剧了公司整体

经营压力；公司大力实施一主一副、一纵一横的发展战略，继续多品牌发展，加强精细化经营，HAZZYS

品牌全年能够实现持续增长，宝鸟品牌通过适当提高接单单价及费用控制实现净利润增长，但业务权重

占比最大的主品牌报喜鸟也受较大不利影响，库存处理力度加大导致毛利率下降，且其他子品牌亏损增

加。

（2）报告期内加大商铺处理力度，但商铺处理规模仍较上年同期减少。

（3）由于母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5%下调为15%，因税率变动影响，减

少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700万元左右。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4）。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

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吴志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张袖元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珍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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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11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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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在公司科研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20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参加董事9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基于谨慎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15年末对存

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

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合计13,042.99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披露的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上述资产减值计提详见公司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6－012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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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6

年2月26日上午在公司科研大楼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20

日以电话和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际参加监事5名，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灿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计提后更能公允、客观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审议结果：表决票5票，赞成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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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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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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基于谨慎原

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15年末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

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回收可能性、各类存货及固定资产的

可变现净值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经过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拟计提2015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总金额13,

042.99万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金额（万元）

占201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的比例（%）

应收账款 13,011.41 87.25%

其他应收款 31.58 0.21%

合计 13,042.99 87.47%

3、公司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3,042.99万元，将减少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13,042.99万元，相应减少2015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3,042.99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影响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披露的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对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

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一千万元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13,011.4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

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2015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余额 可回收金额 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应收账款 297,789.92 254,327.84 43,462.08

根据上表，2015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余额43,462.08万元，

其中以前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30,255.89万元，扣除上年未并表数194.79万元，因此本期拟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3,011.41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

87.25%、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297,789.92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 254,327.84万元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

算过程

根据应收账款账龄， 按照5%、10%、20%、30%、50%、100%不同的比

例分别计提坏账准备，账面价值与计提坏账的差额为可回收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应收账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计提减值准备数额 13,011.41万元

计提减值准备原因

根据不同账龄的应收账款，按公司会计制度规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

扣除以前年度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按差额计提本年度减值准备。

其中，应收账款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如下表：

（单位：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可收回金额

1年以内 1,290,493,947.50 58,507,302.79 1,231,986,644.71

1-2年 827,497,175.39 84,536,137.84 742,961,037.55

2-3年 387,747,258.21 75,886,852.24 311,860,405.97

3-4年 258,497,691.28 77,028,507.38 181,469,183.90

4-5年 62,093,303.41 31,021,651.70 31,071,651.71

5年以上 109,619,285.20 106,048,599.20 3,570,686.00

小计： 2,935,948,660.99 433,029,051.15 2,502,919,609.84

上年未并表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可收回金额

1年以内 41,950,555.86 1,591,741.71 40,358,814.15

合计 2,977,899,216.85 434,620,792.86 2,543,278,423.99

四、董事会或其专门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说明

1、董事会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基于谨慎原则，公司2015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减值准备

共计13,042.99万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资

产财务状况， 计提减值准备后公司有关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准确，更

具有合理性，符合公司实际。

2、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完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等规定进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原则，依据充分；客观、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截止

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

3、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了稳健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

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则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15

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

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无异议。

五、监事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说明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资产减值计提后更能公允、客观反映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监事会同意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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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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510,764.64 3,268,585,422.70 15.51%

营业利润 238,000,913.00 157,492,378.80 51.12%

利润总额 247,665,208.00 168,669,880.11 4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13,218,399.45 149,122,301.05 4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89 0.4112 -2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5.86% 1.6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9,496,429,266.29 7,164,505,317.48 3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918,884,712.88 2,741,930,057.11 6.45%

股 本 738,000,000.00 369,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96 7.43 -46.7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按照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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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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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551.08万元，同比增长15.51%；营业利润23,

800.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1.12%；利润总额24,766.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321.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8%。

3、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1.12%。 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同时，公司通过设计优化、减少外包、调整货款

支付、严格费用控制等措施有效降低了成本费用。 受此影响，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相应增长。

4、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

股，新增股本36,900万股,公司股本总数由此增加100%。

5、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32.55%，主要原因是：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应收账款、预付账款

增加，以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增加；此外，公司于2015年8月发行4亿元中期票据

所致。

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2889元、较上年同期降低29.7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96元、较上年同期降低46.70%，主要原因为公司实施2014年度权益

分派总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1-12月业绩为：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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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2月实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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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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