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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9� � � �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2016-019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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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3,156,573.03 4,443,313,454.54 10.35

营业利润 383,281,434.26 365,450,845.42 4.88

利润总额 449,114,392.60 403,834,083.44 1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230,741.43 296,877,364.16 15.95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20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4% 9.79% 降低0.15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596,440,396.39 6,295,144,078.74 2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532,329,472.20 3,579,100,676.84 -1.31

股 本 1,722,822,700 851,094,350 10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05 4.21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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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90,315.66万元，同比增长10.35%，实

现营业利润38,328.14万元，利润总额44,911.4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4,423.07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88%、11.21%和15.95%，主要影

响因素说明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的销售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对总体业绩的贡献占比进一步提升。

（2）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开展节支增效活动，着力降低生产成本，严格控

制各项期间费用，取得明显的效果。

（3）公司积极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家电及家居电器电机、车辆旋转电器业

务板块第四季度的销售收入好于前期预测，相应业绩有所增长。

2、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股本：较期初增加金额为87,172.84万元，增长比例为102.42%，主要原

因系受公司本期实施股权激励授予管理层1,031.70万股限制性股票，以及本

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相应增加期末股本影响。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期初减少金额为2.16元，减少比

例为51.31%，主要原因系受公司本期实施股权激励授予管理层1,031.70万股

限制性股票，以及本期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相应增加期末

股本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在公司2016年1月29日发布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的业绩

预计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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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鲁楚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伍小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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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定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01� � �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6－临010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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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6,662,353,093 5,454,631,332 22.14%

营业利润 1,295,878,764 1,006,982,275 28.69%

利润总额 1,356,628,870 1,035,804,676 3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6,976,779 808,991,726 25.71%

基本每股收益 1.04 0.82 26.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1% 22.57% 2.9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

总资产 10,481,464,104 6,764,659,122 5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60,690,886 3,748,703,697 16.33%

股本 981,344,000 613,340,0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44 6.11 -27.33%

注：上表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保持持续增长，商业模式创新取得良好成果。

公司整体包装解决方案在产品策划、包装设计与制造、食品饮料灌装及信息

化、网络化营销服务等方面得到稳步推进。

另外，在投资平台的搭建方面取得进展，为公司商业模式创新和业务战略

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2、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良好。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6,

235.31万元，同比增长22.14%，主要是三片罐核心客户业务销量增长及二片罐

业务规模扩大所致；实现营业利润129,587.88万元，同比增长28.69%；利润总

额135,662.89万元，同比增长30.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

697.68万元，同比增长25.71%，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增长，主要系营业

收入增长及成本费用控制所致。 上述数据包含了公司拟对部分逾期账款和部

分资产计提减值的影响。 报告期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1.04元，同比上升

26.83%。

3、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1,048,146.41

万元，较期初增长54.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36,069.09

万元，较期初增长16.33%。

4、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98,134.40万元，较期初增长60.00%，系公司报

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44元，

较期初下降了27.3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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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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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701� � � � � � � �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16－临011号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预披露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 或“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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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28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提交的《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议及承诺》。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就利润分配方案的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

提议理由：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结合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情况，为积极回报公司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

项目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4（含税） 4.5（含税） 10

分配总额

以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981,344,000股为基数，

1、向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4.5元（含税），共分配441,604,800元（含税）；

2、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含税）；

3、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提示 若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二）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提议的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对

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有利于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与

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定位。

（三）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

展前景和战略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实际控制

人、 董事长周云杰先生提出的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与合理诉求，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一）截至本方案披露日前6个月，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原龙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原龙” ） 自2015年8月27日至2016年2月2日增持公司股份

424.32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3%。 详见2016年2月3日公司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除上述情况，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增减

持公司股票。

（二）截至本方案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6个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持行为，公司

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中送转股增加股本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

率以及投资者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981,344,000股增加至2,355,225,600股。 以2015年度业绩快报数

据计算，新股本摊薄后每股收益为0.43元/股，每股净资产为1.85元/股。

（二）2015年10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原龙及一致行动人（北京二十

一兄弟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华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联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原龙京阳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原龙京原贸易有限公司、北京原龙

兄弟商贸有限公司） 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11,569万股解除限

售，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1.7889%。详见2015年10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发布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三）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

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方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其他说明

（一）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云杰先生，董事周原先生、沈陶先生、赵

宇晖先生、王冬先生、魏琼女士六名董事(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对上述提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分析。 经讨论研究，与会董事认为上述

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与公司经营业绩及

未来发展相匹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因此，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并承诺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如持有公司股票，则在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二）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

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并及时进行

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档案登记工作。

五、备查文件

（一）提议人签署的提案及相关承诺；

（二）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特此公告。

奥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010 �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1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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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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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339,002,330.02 5,961,719,961.95 -10.45

营业利润 405,824,167.76 346,373,736.15 17.16

利润总额 803,437,944.72 417,013,869.75 92.66

净利润 539,064,250.46 245,155,062.01 119.8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9 0.09 1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0 10.09 增加了6.51个百分点

项目 2015年末 2014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4,488,953,465.12 5,991,663,736.40 141.82

股东权益 10,861,331,984.29 2,468,461,835.76 340.00

股本（股） 3,257,814,678 487,980,000 567.61

每股净资产（元） 3.33 5.06 -34.19

注：①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②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净资产收益率按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计算；

③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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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及披露。

④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核准。 报告期内，已完成股权变更事宜，根据相关会计准则，对2014年数据进行纳入合并口径调

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803,437,944.7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6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39,

064,250.4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9.89%，主要原因是公司纺织印染、化纤油剂业务等相关专用化学品保

持稳定增长，同时出售泰兴市锦鸡染料有限公司、泰兴锦云染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另外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同期相比增长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4,488,953,465.12元，比上年末增长141.8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10,

861,331,984.29元，比上年末增长340.00%� ，每股净资产3.33元，比上年末减少34.19%� ，主要原因是公

司在报告期内完成收购大股东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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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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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002180� � � � � � � � 股票简称：艾派克 公告编号：2016-019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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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464,380.19 1,679,173,824.25 22.05%

营业利润 315,278,445.61 378,596,222.85 -16.72%

利润总额 338,147,306.43 408,762,728.82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861,234.26 342,666,239.17 -17.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2 0.76 -3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86% 44.39% -20.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115,033,195.16 1,411,024,281.41 12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98,167,807.11 895,260,397.94 112.02%

股 本 569,149,502.00 422,736,618.00 3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50 1.98 76.77%

注：按照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1.�公司本报告期内完成向赛纳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要求，在报告期内，若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子公司或业务的，则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

期初数；将子公司或业务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将子公司或业务

合并当期期初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同时对比较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视同

合并后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控制时点起一直存在。

2.�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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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报告期内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在合并日发行新股份并作为对价

的，计算报告期末的基本每股收益时，应把该股份视同在合并期初即已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处理（按权重

为1进行加权平均）。 计算比较期间的基本每股收益时，应把该股份视同在比较期间期初即已发行在外

的普通股处理。

3.�公司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每股收益列示为0.52元。 具体计算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后归属母

公司的净利润282,861,234.26元，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541,697,086（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422,736,618加上本次购买资产新发行股数109,809,663加上报告期内发行新股36,603,221� *增加股

份月数/报告期）。 对比期每股收益为0.76元。 具体计算为：对比期合并利润表归属母公司净利润342,

666,239.17元，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452,048,880（根据反向并购计算的股数342,239,217加上本

次购买资产新发行股数109,809,663）。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也按照每股收益的股数计算。

净资产收益率也按照上述准则及规定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芯片及耗材业务达到了预期的增长目标。 实现营业总收入204,

946.44万元，较去年同期上升22.05%，主要是收购SCC，销售收入增加所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28,286,1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7.45%，主要是2015年海外并购业务中，按公允价值调整了账

面价值，增加了折旧、摊销以及募投项目的研发费用增加等综合因素影响所致；实现每股收益 0.52�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31.58%，主要是净利润下降以及发行股份股本增加所致。

2、2015年公司总资产311,503,3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0.76%，主要是收购SCC合并报表及募集

配套资金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89,816.78万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5

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112.02%、76.77%,�主要是募集配套资金以及本报告期内的利润增加所致。

3、公司总股本较去年同期增长34.63%，主要因购买资产及募集资金发行股份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2015年10月29日《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

预计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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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52� � � � � �证券简称：宝鼎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0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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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23,990,637.12 324,431,926.27 -0.14％

营业利润 -3,591,247.45 10,548,725.51 -134.04％

利润总额 5,819,689.31 16,026,678.57 -6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1,037.76 14,253,273.21 -6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2 1.77 减少了1.1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66,064,471.25 909,350,738.64 3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35,190,031.68 809,808,993.92 15.48％

股本 300,000,000.00 300,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2 2.70 15.5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3,990,637.12�元， 同比下降0.14%，营

业利润同比下降134.04%，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3.6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981,037.76元，同比下降65.05%。

公司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导致财

务费用增加， 本期无形资产摊销上升； 同时本期对外投资的公司尚处于建设

期，还未产生效益，影响投资净收益。 综上因素导致公司业绩出现变动。

2、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266,064,471.25元，比期初增加3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935,190,031.68元，比期初增加15.48%�

。

公司总资产增加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购上海复榆后， 公司无形资产和商

誉增加导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为-50.00%--0.00%� ；因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榆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情况低于预期等因素， 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及时发布了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下降50%-8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81,037.76元，

同比下降65.05%，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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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宝松、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吴建海、会计机

构负责人颜沈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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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03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5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

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

量为

2,030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18

万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12

万股

,

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40%

。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

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

网上路演。

1

、网上路演时间

:2016

年

3

月

1

日

(

周二

)14:00-17:00;

2

、网上路演网址

:

全景网

(

网址

:www.p5w.net);

3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

人员。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9日

1、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易盛”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94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5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新易盛” ， 股票代码为

“300502” 。

2、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网上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1.47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

940万股。

3、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2月 25日（T+2日）结束。

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333,63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15,093,229.3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6,36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24,770.67

5、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即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数量为 66,361股，包销金额为 1,424,770.67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4%。

2016年 2月 29日（T+4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资金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上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联系电话：0769-22119739、2211925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2

月

29

日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司太立”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东方花

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司太立” ，股票代码为“603520” 。

2、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5元 / 股，发行数量为 3,

0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

3、司太立于 2016年 2月 26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司太申购” A股 1,2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045,261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55,487,252,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16265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624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7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865983%。

配号总数为 55,487,252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55,487,2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6年 2月 29日 （T+1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16

年 3月 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并与 2016年 3月 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12.15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在 2016年 2月 26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6年 2月 26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

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

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

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

低于申购总量的 10%。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

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10%。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及网上申购。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于 2016年 3月 1日（T+2日）16:00前，按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结果，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年 3月 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6、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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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上中签率公告

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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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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1,240,946.06 2,429,673,166.54 6.65%

营业利润 508,086,750.55 422,864,714.11 20.15%

利润总额 549,382,686.77 442,208,678.40 2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8,345,704.71 428,012,884.72 14.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9 0.35 1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4% 20.41% -2.8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813,278,943.25 4,110,066,248.82 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28,797,375.16 2,538,775,769.42 19.30%

股本 1,264,551,960.00 631,940,162.00 10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40 4.02 -40.30%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完成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回购注销了股权激励计

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95,438股； 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之期权第一期自主行权期限为 2015� 年 6� 月 23� 日至 2016� 年 6月

17�日，报告期内有部分激励对象行权；因此公司总股本发生变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态良好，营业总收入2,591,240,946.06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6.65%；营业利润508,086,750.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15%；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8,345,704.7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10%。

2015年公司紧密围绕“以IP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 战略，持续深化实

施“内容为王、国际化、互联网化” 的布局，主营业务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 报

告期内，公司投入了较多新项目，培育发展期项目增多，投资金额较去年同期

增加；同时，公司优化了原有资产结构，报告期内公司整体业务收入平稳发展。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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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平稳，

公司股本增加100.11%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所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40.30%是公司股本增加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为0%-3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增长为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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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预计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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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