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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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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2层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2,241,06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76.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李书升董事长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4人，董事马伟、王红旭、裴红卫、黄瑞增、胡正鸣、易跃春、

祁和生、李华杰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东辉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239,760 100.00 1,30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239,760 100.00 1,30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为广西博白云飞嶂10万千瓦风电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227,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甘肃白银靖远靖安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227,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为四川广元剑阁天台山10万千瓦风电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82,227,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为浙江嵊州崇仁4.8万千瓦风电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82,227,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为新疆哈密景峡第三风电场B区20万千瓦风电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582,227,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

资本的议案

160,017,760 100.00 1,300 0.00 0 0.00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 部分条款的议

案

160,017,760 100.00 1,300 0.00 0 0.00

3

关于为广西博白云

飞嶂10万千瓦风电

场项目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160,005,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4

关于为甘肃白银靖

远靖安5万千瓦风

电场项目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160,005,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5

关于为四川广元剑

阁天台山10万千瓦

风电场项目贷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160,005,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6

关于为浙江嵊州崇

仁4.8万千瓦风电场

项目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160,005,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7

关于为新疆哈密景

峡第三风电场B区

20万千瓦风电场项

目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160,005,400 100.00 13,66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娟、杨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参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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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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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824号）的许可，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30,000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公司于2015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了股份登记手续， 公司总股本由177,778万股增加至207,778万

股。 详情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2016-001号公告。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7,778万元增加至207,778万元，并且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将原“第三条 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778万股，并于2014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修订为：“第三条 公司于2014年8月1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7,778万股，并于2014年9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2015年12月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向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30,000万股，并于2015年12月30日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

二、将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7,778万元，已于2014年9月23日全部到

位。 ”

修订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7,778万元。 ”

三、将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77,778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人民币普通股

177,778万股（无其他种类股票），并于2014年 9月23日全部认购完毕，全部为流通股。 ”

修订为:“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07,778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

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2016-005号

公告），并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情请见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发布的2016-016号公告）。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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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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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26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在编制上述公告时遗漏了《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更正前：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2月25日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已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书面通知、电子邮件或电话等

方式通知所有董事。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为8人。其

中，独立董事蓝海林先生因工作关系，委托独立董事宋铁波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卫建国

先生和董事曾展晖先生因工作关系，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郭建刚

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林塑料” ）经过多年发展

和持续创新，主要经营业务取得长足进步，并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态势。为了更好地促进威林

塑料的发展，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实现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同意威林塑料拟通过整体变更的

方式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郭建刚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更正后：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2月25日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已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书面通知、电子邮件或电话等

方式通知所有董事。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为8人。其

中，独立董事蓝海林先生因工作关系，委托独立董事宋铁波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卫建国

先生和董事曾展晖先生因工作关系，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郭建刚

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

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林塑料” ）经过多年发展

和持续创新，主要经营业务取得长足进步，并呈现出良好的成长态势。为了更好地促进威林

塑料的发展，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实现更长远的发展目标，同意威林塑料拟通过整体变更的

方式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董事会授权公

司董事长郭建刚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决定于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 下午2：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上述更正事宜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会加强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努力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

备查文件：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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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宝股份”、“公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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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定

于2016年3月21日下午2点30分在公司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3、会议时间：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下午2：3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21日（星期一）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20日-2016年3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1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15:00至2016年3

月21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

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16年3月15日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16年3月15日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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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被委托人可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3:30～17:30）；

2、登记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证券部；

3、登记办法：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

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

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或

传真方式须在2016年3月18日17：30前送达本公司。

采用信函方式登记的，信函请寄至：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广东新

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528322，信函请注明“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

样。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705。

2、投票简称：新宝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3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

数。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新宝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投票仅表决一项议案，不设总议

案，1.00�元即代表议案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1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并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

案》

1.00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20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3

月21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景山、孔少娴

联系电话：0757-25336206

联系传真：0757-25521283

联系邮箱：investor@donlim.com

联系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证券部

邮政编码：528322

六、备查文件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参会回执。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人/单位授权 （先生/女士）对以下表决事

项按照如下委托意愿进行表决，并授权其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威林工程塑料有限公司启动改制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并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说明：

1、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为单选，多选无效；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3、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4、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参会回执

参会回执

致：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拟亲自/委托代理人出席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21

日下午2点30分举行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持股数： 股

股东账号：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请拟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于2016年3月18日17：30分前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他人出席的须填写《授权委托书》及提供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参会回执传回公司；

2、参会回执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600297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2016-018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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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简称：广汇汽车，股票代

码：600297）股票于2016年2月24日、25日、26日连续三个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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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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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4日、25日、26日连续三个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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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股票出现异常波动后，公司及时进行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询，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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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

2、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影

响股价敏感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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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16年2月24日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其它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目前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正在按相关程序进行，如有进展公司将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2016年2月2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其它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了《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

相关工作，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实施完毕前每月披露一次进展情况。

5、另外本公司注意到，本公司共持有中银绒业（000982.SZ）4633.2万股股份，占其总

股本的2.57%。 中银绒业已于2016年2月25日复牌。 根据其公告内容，控股股东中绒集团全

力支持并积极推动将盛大游戏境内外资产整体置入其公司，并承诺优先将其持有的盛大游

戏权益置入中银绒业。 有关中银绒业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详细情况详见中银绒业于2016

年2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公告。截止本公告日，2月25日-26

日中银绒业累计涨幅达19.91%。

6、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前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未发现任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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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 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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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二）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确认，截止

目前，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并购重组、股

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6-00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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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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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48.90 155,365.68 -14.11%

营业利润 2,154.50 3,328.39 -35.27%

利润总额 3,056.96 3,593.48 -1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12.86 3,224.33 -1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8 0.034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1.36% -0.23%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7,882.16 404,124.06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 240,803.41 238,185.72 1.10%

股 本 96,000.00 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51 2.48 1.21%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3,448.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11%，

营业成本100,182.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46%。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154.5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35.27%；利润总额3,

056.9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2.86万元，较

去年同期下降15.86%。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1、报告期内，我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受市场价格波动呈下降趋势，同时伴随市场竞争

加剧，客户议价能力的提升，公司产品销售价格略有下降；同时受公司下游行业持续低迷影

响，产品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导致公司业绩下降。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33,448.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4.11%，营业成

本100,182.90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46%，毛利较上年同期减少2,060.85万元。 其中：钢

丝绳索具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5.54%，毛利减少1,028.05万元;梁式吊具毛利率较上年同

期下降0.68%，毛利减少1,088.65万元；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销售收入减少3,906.24万元，

导致毛利减少732.18万元。

3、公司积极研发新产品，提升盈利能力。

（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股本未发生增减；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51元，同比去年增长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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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对2015年度经

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建忠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付强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

李俊茹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2、经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6-002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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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383,949.47 416,420.92 -7.80%

营业利润（万元） 46,795.31 100,562.12 -53.47%

利润总额（万元） 48,023.40 101,649.40 -5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139.46 80,804.04 -50.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 0.7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6% 11.95% 下降6.39个百分点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万元） 982,637.37 912,376.41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万元） 704,767.53 701,516.65 0.46%

股 本（万股） 108,891.90 108,891.9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47 6.44 0.4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839,494,670.04元，同比下降7.80%；利润总额480,234,

026.98元，同比下降52.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1,394,608.16元，同比下降

50.32%。 主要原因：公司主导产品维生素E类价格大幅下降，营业总收入下降，导致利润总

额及净利润下降。

（二）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同比增加7.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同比增长0.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加0.46%，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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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6-011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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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

报告可能存在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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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89,700.53 733,688,030.91 -14.35

营业利润 11,479,365.70 -46,148,148.29 124.88

利润总额 18,125,253.81 -2,812,642.83 74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368,738.25 -14,274,132.21 186.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0 19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93 -3.30 6.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621,735,151.06 1,829,759,933.58 4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032,260,478.43 424,834,057.46 142.98

股本 215,999,991 139,130,616 5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4.78 3.05 56.72

注：以上数据根据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因2015年1月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污水处理公司

100%股权事项完成，上年数为追溯重述后的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主要系年初收购了污水处理公司且其盈利稳定；鹤

岭生产基地运行已基本稳定，成本优势逐步显现。此外，因报告期末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到账，导致资产类指标变动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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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

2016-009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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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620,918.08 699,920,277.97 3.53%

营业利润 -3,087,474.74 22,749,938.71 -113.57%

利润总额 -227,250.85 27,072,615.98 -10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708,272.26 14,924,619.64 -3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1.21% -0.4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797,817,381.80 2,032,857,031.11 3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1,203,782,643.13 1,222,406,563.22 -1.52%

股 本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6.02 6.11 -1.4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2015年3月25日，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20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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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的

要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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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正常。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4,620,918.0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3%；主要原因是经营规模扩大，收入相应增加所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3,087,474.74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13.57%；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27,250.85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00.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08,

272.2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95%；主要原因是综合毛利率较上年下降，以及公司尚处于战

略转型阶段，新业务投入较大，且仍处于培育期。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总资产2,797,817,381.80元，较期初增长37.63%；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筹资规模扩大所致。

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203,782,643.13元， 较期初下降

1.52%，主要是2015年3月25日，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200,

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200,000,000股，由于公司在2015年没有实施送转股方案，股本与

上年相比没有发生变化。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在《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5年1-12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变动幅度为-40%—-2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比

上年同比下降34.95%，与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永飞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林峰国先生、会计机构负责

人陈阿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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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480

证券简称：新筑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2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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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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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896,200.95 1,275,090,765.60 -17.35%

营业利润 -204,161,799.57 -65,121,239.64 -213.51%

利润总额 -195,386,252.62 3,746,204.17 -531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4,207,569.71 11,588,953.15 -1430.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89 0.0195 -132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5% 0.55% -7.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5,123,026,398.41 4,505,455,221.35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315,089,175.48 2,469,269,095.19 -6.24%

股 本 645,368,270.00 645,368,27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59 3.83 -6.27%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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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业总收入105,389.62万元， 较上年同期127,509.08万元下降

17.35%， 营业利润-20,416.18万元， 较上年同期-6,512.12万元下降213.51%； 利润总额

-19,538.63万元，较上年同期374.62万元下降53.16倍；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20.76万元，较上年同期1,158.90万元下降14.31倍；基本每股收益-0.2389元，较上年

同期0.0195下降13.25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45%，较上年同期0.55%下降7个百分

点。主要系新兴产业长期投入较大但效益回收期较长、研发投入增加、传统产业调整以及政

府补助下降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具体情况为：一方面系受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减弱，基建、

房地产项目开工率不足影响，工程机械类业务包括搅拌设备、路面施工机械、特种汽车等产

品受宏观环境及市场竞争影响较大，本年度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所致；另一方面，公司近年致

力于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产业，资产投入和研发投入增加，使得折旧及研发等

费用相应增加。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12,302.64万元，较报告期初450,545.52万元增加13.71%，主

要系本期收购上海奥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31,508.92万元，较报告期初246,926.91万元下降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59元，较报告期初3.83元下降6.27%，主要系

新兴产业长期投入较大但效益回收期较长、研发投入增加、传统产业调整以及政府补助下

降等因素综合影响，本期营业亏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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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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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