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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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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6-00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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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2月

2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其中现场出

席会议的董事6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5名。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

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现主营业务及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相关会计估计进

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

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关于

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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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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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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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洛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6年

2月2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其中现场出

席会议的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

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变更，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作出的，符合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和要求。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符合

必要性、合理性和稳健性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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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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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1、会计估计变更日期：2015年1月1日。

2、会计估计变更概述：公司一直非常重视应收款项的回收工作，采取各种办法保证应收款项的安全

性，降低坏账损失风险。 目前，公司综合考虑下游客户经营状况及应收款项金额较大的情况，根据谨慎性

原则和同行业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了防范财务风险，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情况，公司对目前应收款项中“按信用风险组合

计提坏账准备”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将一年以内的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由百分之二变更为百分之五。

公司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

案》，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变更日期：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2015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2、变更原因：根据公司应收款项的历史构成及现实情况，公司综合考虑下游客户经营状况及应收款

项金额情况，根据谨慎性原则和同行业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了防范财务风险，更加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公司的应收债权更接近于公司回收情况和风险情况，公司对目前应收

款项中“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进行会计估计变更。

3、变更的具体内容

（1）变更前的会计估计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包括的项目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无信用风险组合 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应收款项 不计提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

上述无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之外、无客观证据

表明客户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严重恶化的应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2.00 2.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2）变更后的会计估计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信用风险特征组合 包括的项目 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无信用风险组合 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之间的应收款项 不计提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

上述无信用风险组合的应收款项之外、无客观证

据表明客户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严重恶化的应

收款项

账龄分析法

正常信用风险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00 5.00

1－2年 10.00 10.00

2－3年 20.00 20.00

3－4年 50.00 50.00

4－5年 80.00 80.00

5年以上 100.00 100.00

三、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起始日期为2015年1月1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已披露的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经公司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将影响公司减少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070万

元。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现主营业务及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对公司相关会计估计进

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此前各期已披露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变更后的会计估计编制

的财务报告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是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公司会计估计

变更不影响公司以往各年度定期报告的股东权益、净利润，并未导致公司已披露的报告年度出现盈亏性

质改变。 我们认为此次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和要求。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和稳健性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方法的会计估计变更，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作出的，符合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的规定和要求。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符合

必要性、合理性和稳健性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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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6-007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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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72,988,080.21 1,881,981,843.95 -5.79%

营业利润 110,291,157.84 226,694,200.46 -51.35%

利润总额 107,879,420.46 246,175,378.92 -5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580,627.72 202,874,253.38 -56.83%

基本每股收益 0.07 0.17 -5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6% 7.13% -4.17%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4,802,138,225.95 4,039,408,978.83 18.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89,455,459.98 2,931,614,739.75 1.97%

股本 1,198,559,434.00 599,279,717.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9 2.45 1.97%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益分派方案，每 10�股转增 10�股，公司按照调

整后的股本列示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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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98.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9� %；营业利润11,029.12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35� %；利润总额 10,787.9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758.06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6.83%；基本每股收益0.0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7.02%� 。

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受下游客户经营状况困难影响，公司营业收入及毛利率有所降低；另一方面本着

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计提了减值准备。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产总额480,213.82万元,较年初增长18.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298,945.55万元,较年初增长1.9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为-20%至0。

本次业绩快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6.83%，主要原因是公司本着谨慎性原

则对存货、应收款项、商誉等计提了减值准备，其中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2,313万元、商誉计提减值准备1,

020万元、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变更应收款项会计估计计提坏账准备36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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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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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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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4,398,194.96 1,954,608,866.82 26.08%

营业利润 117,574,958.61 98,249,332.22 19.67%

利润总额 208,443,513.74 146,444,262.49 4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754,499.12 125,694,272.24 55.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73 0.3169 3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0% 9.05% 0.7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248,634,461.27 4,674,836,328.33 11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322,785,316.36 1,449,308,201.66 60.27%

股本 476,093,000.00 399,553,000.00 1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88 3.63 34.44%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注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所有者权益、每股净资产

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基于世界级能源服务商的战略定位，大力推动战略转型。 在

稳步推进智能电网领域布局的同时，紧跟国家政策和行业趋势，抓住行业发展

机遇加大新能源业务和公司海外市场的布局，积极布局充电站、充电桩及新能

源汽车运营业务，并加大对储能产品、光伏逆变器等产品的研发投入及市场开

拓，并通过内生式增长及外延式扩张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进入新领域，拓展新市

场，同时对内加强经营管理，降本增效，有效提升了产品盈利能力和公司整体

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64,398,194.96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26.08%；实现营业利润117,574,958.6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67%；实现

利润总额208,443,513.7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95,754,499.1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5.74%。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10,248,634,461.27元， 比年初增长

119.23%，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对深圳芯珑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百年金海

科技有限公司及60兆瓦光伏电站等项目的投资收购，并持续投入光伏电站、风

力发电项目的建设，导致资产规模同比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2,322,785,316.36元，比年初增长60.2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发布的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

2015年度的业绩预计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的幅

度为50%-80%，预计2015年实现净利润约18,854.14万元~22,624.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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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38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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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科润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科润” ）于近日收到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和

天津市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1512000279，发证时间：2015年

12月8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天津科润自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按15%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 天津科润将及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的备案。

由于天津科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发证时间处于年末，经与相关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天津科润2015年

度暂未能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该项将对天津科润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经营业绩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39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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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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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502,103.07 488,287,062.89 12.33%

营业利润 4,943,302.56 6,085,657.71 -18.77%

利润总额 8,801,122.66 11,853,017.35 -2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8,719.29 10,725,919.37 -63.00%

基本每股收益 0.02 0.05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2.08% -1.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99,011,214.72 1,005,009,097.67 5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98,695,928.21 522,002,684.52 72.16%

股本 277,534,400.00 106,152,000.00 16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24 4.92 -34.15%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由于公司实施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等因素，公司总

股本由年初的106,152,000.00股增加至277,534,400.00股。

3、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按加权平均法计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是以

各年末的股本总额为依据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确立了以“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换”和“一带一路” 两大战略机遇为基础的中长期发展战

略，由单一的铅蓄电池业务快速向先进电池制造、新能源车辆、清洁电力等三大事业板块实现快速转型，

围绕先进铅电池、高端锂电池、新能源车辆、清洁电力、电子商务等五个事业部一共设立和参股了二十家

子公司。 2015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548,502,103.07元，比上年度增长12.33%，但由于高端锂电池、

新能源车辆、清洁电力、电子商务等项目大部分尚处于投入期，产品研发、市场布局、人工成本等支出增

长较多，且报告期内政府补贴等营业外收入与上年度相比下降较多，以致2015年度所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968,719.29元， 比上年度减少了63.00%， 基本每股收益0.02元， 比上年度减少了

60.00%。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599,011,214.72元，较年初增长59.10%，主要系合并报表范围增加、公司

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4,400�万股所致。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98,695,928.21元，较年初增长72.16%，主要系公司

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4,400�万股增加股本及资本公积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277,534,400.00元，较年初增长161.45%，主要系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10股转增12股）以及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 4,400�万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年

初的106,152,000.00股增加至277,534,400.00股。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24元，较年初减少34.15%，主要系报告期末公司总

股本增加较多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在

200万至700万之间，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968,719.29元，与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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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6-003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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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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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689,835,021.92 1,619,505,086.47 4.34%

营业利润 157,828,492.29 134,739,663.07 17.14%

利润总额 176,792,665.71 159,707,815.74 1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758,162.18 133,315,408.96 13.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 0.24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5% 4.26% 0.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785,606,797.26 4,928,779,538.02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358,224,477.32 3,189,653,424.90 5.28%

股 本 559,411,764.00 559,411,764.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6.00 5.70 5.2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公司2015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较2014年度增加7,032.99万元，增幅4.34%；公司2015年度营业利

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17.14%、10.70%和13.08%。

2、 公司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2015

年，公司加强市场开发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稳定增长;�公司加强技术创新、成本管理，产品成本下

降；公司对生产线实行自动化改造、调整人员结构、降低人力成本。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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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计业绩

不存在差异。

四、其它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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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1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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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621,908.21 841,921,368.35 -28.54%

营业利润 -406,463,478.95 -49,475,673.59 -721.54%

利润总额 -402,397,431.90 23,572,205.60 -1,80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724,436.37 23,510,039.58 -1,800.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1.41 0.08 -1,8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9.14% 3.43% -82.5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747,426,395.90 1,824,511,259.19 -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7,346,863.36 703,936,083.03 -56.34%

股本 283,399,602.00 284,513,717.00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8 2.47 -56.2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162.19万元，较上年同期84,192.14万元，减少28.54%，主要原因

为：1、2015年度受畜产消费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商品代肉种雏鸡价格大幅下降，虽然随着

江苏益太90万套父母代肉种鸡场建设项目的陆续达产及租赁中粮宿迁肉鸡养殖场的投入使用， 商品代

雏鸡销量有所增加，但商品代肉种雏鸡价格下降幅度远大于销量的增加幅度，商品代肉种雏鸡收入大幅

下降；2、随着行业去产能及美国封关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父母代肉种雏鸡销量下降，造成父母

代肉种雏鸡收入下降。

本报告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972.44万元， 较上年同期2,351.00万元， 减少1,

800.23%，主要原因为一方面报告期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营业利润大幅降低；另一方面报告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大幅减少。

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734.69万元， 较期初70,393.61万元， 减少

56.3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亏损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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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同期下降1,758.87%至1,843.94%，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比

上年同比下降1,8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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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86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

2016-010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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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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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2,576,235.23 1,887,300,734.65 27.30

营业利润 70,740,365.68 69,602,556.84 1.63

利润总额 83,481,709.25 71,051,331.95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6,081,076.09 61,143,761.53 2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0 0.6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8% 10.82% 1.36

本期报告期末 本期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69,464,856.03 1,964,559,112.94 4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59,657,530.34 590,627,482.02 62.48

股本 127,080,000.00 95,300,000.00 3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7.55 6.20 21.77

注：1、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3,178�万股股票于 2015�年 12�月 23�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交易，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增加至 12,708�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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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的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增加37347万元（募资约3亿元）；应收账款增加27605万元；存货增加7512万元

（存货及应收账款增加主要原因是销售增长所致）；固定资产增加2348万元。本报告期毛利率为16.28%，

同比下降0.51%；销售同比增长27.30%,毛利额同比增加约7650万元；期间费用同比增加6410万元(主要

是员工新酬、运费及服务费、研发费用增加）；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424万元；减值准备同比增

加777万元；政府补助同比增加11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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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1�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 2015�年的业绩的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10%至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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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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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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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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207,595.17 555,911,067.62 －27.65

营业利润 43,495,180.36 120,476,321.46 －63.90

利润总额 70,791,317.24 149,735,526.66 －5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69,124.34 125,264,152.90 －5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9 －5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 8.27 －4.3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240,922,713.60 2,089,124,632.88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95,676,741.01 1,548,466,708.51 3.05

股 本 653,120,000.00 653,120,0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4 2.37 2.95

注：上述数据是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0,220.76万元，较上年度的55,591.11万元下降27.65%，主要原因系主要

产品区熔锗的销量和价格下降；

公司本年度实现的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较上年度下降50%以上，

下降幅度高于营业收入的下降幅度，主要原因系本年度销售的占营业收入比重较大的区熔锗产品，其使

用的外购原料较上年度大幅增加，使得毛利率下降；其次，本年度研发费、资产减值损失、折旧费、利息支

出较上年度大幅度增加。

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均较上年度大幅度下降，原因系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大幅度下降。

2、财务状况说明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224,092.27万元，较年初的208,912.46万元增长7.27%；负债

总额56,611.03万元，较年初的46,371.90万元增长22.08%；负债率25.26%，较年初的22.20%增长3.06个

百分点；流动比率1.43，偿债能力强，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60%至-30%。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业绩预计不存

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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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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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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

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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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938,569.14 638,830,164.38 1.58%

营业利润 128,009,092.27 100,263,014.28 27.67%

利润总额 134,723,035.03 105,096,795.19 2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800,912.72 94,603,119.17 3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0 0.49 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0% 10.96% -1.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544,323,403.37 1,640,931,013.68 5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1,994,253,230.41 1,321,614,861.77 50.90%

股 本 283,331,157.00 249,336,569.00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7.04 5.30 32.8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4,800,912.72� 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1.92%，其原因：一是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48.85%，主要是公司参股的广西华纳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的业绩同比有较大幅的增长：二是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下降334.4%，主要是报告期

内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大幅增加；三是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下降118.17%，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收回了履约保证金，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同比减少。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2,544,323,403.37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994,253,

230.41元，股本283,331,157.0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7.04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55.05%、50.90%、13.63%、32.83%。 其原因主要是公司于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994,

588股(每股面值1元)，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33,994,588.00元，净募集资金574,344,682.97元,导致报告

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同比均有较大幅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的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经营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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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