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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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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045,677,585.06 14,672,214,730.18 9.36%

营业利润 7,149,352,320.36 6,009,511,515.91 18.97%

利润总额 7,169,214,137.64 6,030,709,283.05 1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73,727,698.99 4,507,497,244.21 19.22%

基本每股收益 3.57 2.99 1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0% 24.53% 0.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3,781,165,327.98 28,757,723,213.55 1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2,945,638,638.43 19,724,734,071.54 16.33%

股本 1,506,988,000.00 1,076,420,000.00 4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15.23 18.32 -16.87%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其中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

总股本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我们紧紧围绕“稳中求进，持续向好” 的年度总目标，积极推进落实“三化制胜” 的总体工

作举措，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604,567.76万元， 同比增长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7,

372.77�万元，同比增长19.2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披露的经营业绩超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业绩区间的4.22%，主要原因系本期

收到部分股权投资收益，导致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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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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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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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559,590.19 422,323,543.29 56.17%

营业利润 13,152,384.16 -12,457,981.58 205.57%

利润总额 19,469,038.03 -9,537,421.03 30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90,099.83 -8,156,152.07 288.69%

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5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3% -0.71% 2.04%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63,924,959.81 1,865,208,571.92 3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82,193,979.67 1,145,468,055.36 38.13%

股本 600,000,000.00 160,000,000.00 27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58 7.16 -22.07%

注：表内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经营业绩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955.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17%，实现营业利润1,315.24万元、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1,539.01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05.57%、288.69%。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制冰机产品订单增加，营业收入增长；

(2)新产品压缩机业务收入贡献增长明显。

3、报告期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246,392.5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2.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8,219.4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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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1,500万元至2,1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39.01万元，同比增长288.69%，符合

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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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简称：兰州黄河 证券代码：

000929

公告编号：

2016

（临）

-16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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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9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披露的《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临时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临）-021）。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

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临）-023、2015（临）-025、

2015（临）-026、2015（临）-027）；2015年11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临）-028），此后仍每5个交易日披露《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临）-029、2015（临）-030、2015（临）-031、2015（临）-033、2015

（临）-034和2015（临）-038）；2015年12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继续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临）-041），并于12月24日和12月31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临）-042和2015（临）-045）。 2016年1月7日，公司召开了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披

露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临）-02）,并于1月9日、1月16日、1月

23日、1月29日、2月6日和2月20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

为：2016（临）-04、2016（临）-05、2016（临）-06、2016（临）-07、2016（临）-09和2016（临）

-10）。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

2016年2月2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指引（2015年修订）〉（深证上〔2015〕231号）》等

文件的相关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因此，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待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完成且公司补充披露信息完整后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

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

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证监会核准，以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66

证券简称：莱茵生物 公告编号：

2016-014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上海购买房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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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2016年2月24日，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碧研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称“碧研生物”或“乙方” ）与上海华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华虹置业”或“甲方” ）签订了

《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乙方以暂定价人民币155,043,420元（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向甲方购买位

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华虹创新园三期建设项目” 40号全幢室。

该事项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6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范围内，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

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虹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310115001891052；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28号5层；

法定代表：项翔；

注册资本：人民币38,297万元；

营业期限：2011年10月28日至2051年10月27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装潢，建筑工程施工，建筑材料的销售，停车场（库）经

营。

华虹置业及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华虹置业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

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物为坐落于上海市锦绣东路2777弄的“华虹创新园三期建设项目” 40号全幢室（以下

简称“该房屋” ）。 该房屋建筑面积据甲方暂测为8,160.18平方米，最终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认定

的测绘机构实测面积为准。

该房屋已具备《上海市房地产转让办法》规定的预售条件，上海市浦东新区建设局已批准上市预售，预

售许可证编号：浦东新区房管(2013)预0000662号。 该房屋建造于浦东新区1482800510002002地块之上，系

甲方通过土地使用权转让方式取得，甲方依法取得房地产权证，证书号为：浦2012065470，土地面积为114,

382平方米，性质为工业用地。

该交易标的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

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四、合同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

暂定为人民币155,043,420元（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

（二）付款方式：

乙方于2016年12月31日前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房款。

（三）交付条件

乙方已支付房款达到总房款的85%.

（四）交付期限

除不可抗力外，甲方定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

（五）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此次在上海购买房产系为满足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之一“植物健康产品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未来终端业务发展的需要，该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人才引进、品牌宣传、市场推广、研

究开发等方面获得优势，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2.此次交易的资金来源系公司自筹资金，公司将为该交易承担相应的融资成本。 待公司2015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发行方案置换属于“植物健康产品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的先期投入。

3.本次资产购买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

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2016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商品房预售合同。

特此公告。

桂林莱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737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02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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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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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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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770,484.49 2,718,760,482.08 11.62%

营业利润 340,648,969.71 383,404,324.31 -11.15%

利润总额 401,241,354.33 406,959,252.11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3,207,855.94 301,127,653.86 0.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4 1.38 -24.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9% 34.48% -21.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755,133,645.04 3,733,015,406.41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445,693,494.06 2,216,233,509.49 10.35%

股 本 292,000,000.00 146,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8.38 8.67 -3.3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公司2015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034,770,484.49元，利润总额401,241,354.3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303,207,855.94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1.62%，-1.41%，0.69%。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经营策略，积极应对医药行业诸多政策调整、行

业整体增幅放缓的复杂形势，实施资源整合、推动组织变革、落实品种为王、践行依法治企，稳健经营，确

保公司2015年整体经营业绩稳中有升，确保董事会之经营规划在诸多领域落地实施，为公司2016年取

得突破奠定了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保持稳步增长，全年比上年同期增长11.62%，但由于公司销售产品群结

构发生变动、新建项目投产后折旧费用增加、人工费用及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公

司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滑。 加之2015年公司加大并购企业整合力度、营销管理力度，管理费用有所增

长。 综合上述因素，导致公司2015年整体利润增幅较低。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发布的公告中预计：2015年1月至12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112.77—36,135.32万元，与2014年相比，增长幅度在0—20%之间。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前

期业绩预告范围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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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未名医药 公告编号：

2016-012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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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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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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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285,722.87 624,318,647.56 37.48

营业利润 277,875,560.59 206,693,579.13 34.44

利润总额 285,244,758.41 250,369,691.14 1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3,156,790.94 225,009,313.39 12.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 0.59 -5.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92 30.75 -9.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2,417,475,369.68 1,263,661,755.48 9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87,676,257.03 833,200,558.67 150.56

股本（股） 659,735,586.00 378,207,586.00 7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3.16 2.20 43.64

注1：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注2：关于会计处理有关事项说明。 鉴于公司2015年9月交割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行为构成反

向购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解释规定，本报告期合并报表按照反向购买合并原则编制：(1)合并

财务报表以法律上子公司（指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的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下同）的财务报表为主

体，对法律上母公司（指2015年重大资产重组前的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原上市公司，下同）的

财务报表进行合并， 即法律上的母公司为本次编报的新增合并范围， 法律上的母公司 （原上市公司）

2015年1-9月实现的净利润不纳入2015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合并范围， 而是直接并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所有者权益，2015年10-12月份实现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损益类项目并入合并利润表；（2）合并财务

报表的比较信息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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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法律上母公司

已披露的2014年年度财务报告信息。

注3：每股收益有关事项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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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修订）第九条中对报告期公司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现非上市公司间接上市且构成反向购买的计算方法， 公司2015年9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9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378,207,586股，本报告期末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659,735,586股，2015

年公司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448,589,586股。比较合并财务报表中 2014年普通股加权平均股数为法

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股股数即 378,207,586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828.5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37.48%， 实现营业利润27,

787.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44%。 主要原因：（1）2015年反向收购合并报表范围不同；（2）公司继

续加大营销业务的开拓力度，保持了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的稳步增长。

2、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41,747.54�万元，较期初增加91.31%，主要原因系2015年反向收购合并报

表及公司因销售规模扩大，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相应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08,767.63�万元，较期初增加150.56%，主要原因系

2015年反向收购合并报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本期净利润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股本数为659,735,586股，较上年同期增加74.44%，主要原因系2015年反向收购合并

报表及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本数量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16元/股，较上年同期增加43.64%，主要系2015年

反向收购合并报表及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本数量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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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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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经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山东未名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2016-029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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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向上海其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保利协鑫有限公司100%股权，并拟向江苏协鑫能源有限公司等8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2015年12月25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公司于

2015年12月29日披露了《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及其他相关文件。

2015年12月31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5]第 70号）（以下简称“重组问询函” ），公司与

相关方及中介机构积极准备答复工作，对《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完善。 公司于2016年1月9日披露了公司关

于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及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1月11日开市起复

牌。

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8），公司股票交易自2016年2月24日开市起停牌一天，自2016年2月25日开市时起复牌； 公司

股票交易自2016年2月25日开市时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和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由“*ST霞客” 变更

为“霞客环保” ；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015”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5%变为10%。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

相关工作。

2、公司将在上述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并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并及时发出召开公司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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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公司自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至发出股东大会

通知前，将每三十日发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截止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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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公司将在完成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报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2016-030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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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2月26日（星期五）下午2：30起（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2月25日—2月26日；

其中，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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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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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5日下午3:00�至2016年2月26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东街7号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汪瑞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57,517,6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103％。

其中：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81,269,17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81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76,248,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0286％。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

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41,313,5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103％。

其中：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8,065,0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9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248,5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1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2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5％；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3％；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482,69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1,278,5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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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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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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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35,108.42 554,627,829.84 -19.56%

营业利润 56,750,512.09 81,783,578.66 -30.61%

利润总额 61,836,842.06 86,281,050.52 -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22,239.59 76,047,388.58 -27.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7 0.2437 -27.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10.06% -2.6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82,463,074.18 993,376,735.79 -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55,072,989.98 731,315,238.83 3.25%

股本 312,000,000.00 312,00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2 2.34 3.4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4,613.5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9.56%；实现利润总额6,183.6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8.33%；实现净利润5,522.2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7.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75,507.3万元,�较本报告期初增长3.25%。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下游行业水泥、煤炭、钢铁行业不景气，致磨机产品业绩下滑较大，罗茨风机在

上述行业的业绩也因此有所下降。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致力于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积

极开拓环保市场，公司主导产品罗茨风机在水处理、电力、化工等行业业绩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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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盈利预测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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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股票代码：

002598

股票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2016008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14日召开的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额度及增加投资理财范围》 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增加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额度的

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投资理财（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此次董事会增

加的额度，公司进行理财投资的总额不超过35,000.00万元）；同时董事会同意在2015年8月14日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的基础上，扩大

理财投资的范围。 在增加的额度内和投资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同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具体内

容详见2015年12月29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额度及增加投资理财范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2016年02月24日，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3,200万元，向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具

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92天

2、投资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2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5、预期收益率（%）：3.7

6、期限：92天

7、产品起息日：2016年02月25日

8、产品到期日：2016年05月27日

9、投资标的：本理财产品本金部分纳入交行资金统一运作管理，产品投资范围为货币市场工具及

固定收益工具，其中货币市场工具占比 30%-100%，固定收益工具占比为 0-30%。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交通银行章丘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有利于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水平并增强公司盈利

能力，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主营业务发展。

三、公司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2015年2月12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700万元， 购买了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金凤理财”安信盈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2月14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8）。

2、2015年5月12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6,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92

天” 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

3、2015年7月24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500万元， 购买了齐鲁银行济南章丘支行畅盈九洲惠利

413号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7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46）。

4、2015年8月13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6,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91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5053）。

5、2015年8月20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100万元， 购买了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金凤理财”安信盈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1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5）。

6、2015年9月28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万元， 购买了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金凤理财”安信盈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30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7、2015年10月12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2,200万元，购买了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支行

“金凤理财”安信盈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5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

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4）。

8、2015年11月13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92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1月1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5）。

9、2015年11月19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42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91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1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7）。

10、2016年02月01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8000万元，购买了交通银行章丘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92天” 系列人民币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02月0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关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3）。

四、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理财产品说明及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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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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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6,625,207.63 841,820,689.86 368.82%

营业利润 201,312,787.68 45,339,298.65 344.01%

利润总额 202,860,032.75 48,255,890.98 3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439,453.94 33,450,804.05 38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08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55% 4.18% 4.3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123,736,090.32 2,204,676,511.85 4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37,719,846.00 1,830,326,565.99 11.33%

股本 644,404,605 211,801,535 20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6 8.64 -63.43%

注：2015年半年度每10股转增20股的权益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9月29日实施完毕， 根据会计准则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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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调整后的股本总额重新计算以前年度的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946,625,207.63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68.82%；营业利润为

201,312,787.68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44.01%；利润总额为202,860,032.75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320.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3,340,853.94元（已扣除2015年度股权激励成本2,958.3

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88.60%，上述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重组完成后，

2014年仅合并了子公司环球易购11、12月份的业绩；（2）公司跨境电商业务保持高速增长，2015年全

年跨境电商业务实现收入371,242.87万元，比2014年全年增长162.16%。

2、报告期末总资产余额为3,123,736,090.32�元，比期初增长41.69%；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037,719,846.00元，比期初增长11.33%；报告期末股本为644,404,605元，比期

初增长204.25%，报告期末每股净资产为3.16元，比期初下降了63.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 2015年度业绩预告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370%-42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业绩预计范围内。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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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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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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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08%�-�258%

盈利：27,809,330.3元

盈利：8,565.27-9,955.74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没有经过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同向大幅上升，主要是由于：（1）公司跨境电商业务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 （2）公司收购前海帕拓逊51%股权，一季度业绩并入公司。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未经审计，上述财务数字均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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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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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樊梅花女士的

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樊梅花 否 4,960,000股

2015年7月13

日

2015年7月

13日

中信证券 5.95%

合 计 4,960,000股 5.95%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樊梅花女士共持有公司股份83,319,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3%。 其中处于质

押状态的公司股份55,04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66.06%。 占公司总股本的8.54%。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B039

■ 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