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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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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246，008.32 226，174.53 8.77%

营业利润(万元) 288.51 2，624.68 -89.01%

利润总额(万元) 8，708.39 6，256.10 3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88.71 2，059.58 11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7 0.08 1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0% 1.92% 增加1.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405，157.44 302，057.62 3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36，355.70 105，590.22 29.14%

股本(万股) 26，859.32 20，800.00 2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08 5.0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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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008.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77%；实现营业利

润288.51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9.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88.7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3.09%；基本每股收益0.17元，比上年度同期增长112.50%。 公司2015年

度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如下：

1、公司2015年度实现营业利润288.51万元，比上年度减少2，336.18万元，下降89.01%，

主要是：（1）本期银行利息支出等财务费用比上年度增加1，782.07万元；（2）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比上年度增加2，080.20万元。

2、 公司2015年度实现利润总额8，708.39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2，452.29万元， 增长

39.2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88.71万元， 比上年度增加2，329.13万元， 增长

113.09%，主要是本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度增加4，297.94万元，其中：（1）全资子公司广东

龙洲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处置土地使用权取得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收益2，443.85万元；（2）

本年度实际收到政府为公司出租、公交车的燃油补助比上年度增加1，866.49万元。

3、公司2015年度末股本比上年末增加6，059.32万股、净资产比年初增加30，765.48万

元，主要是公司2015年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实施了一次配股，共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A股)� 6，059.32万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2，603.79万元，其中计入“股本” 人民币

6，059.32万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26，544.4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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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388.71

万元，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计范围内，没有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跃荣、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陈海宁、会计机构负责人廖

世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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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全汉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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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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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基于谨慎性原则，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

财务状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15年

末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 在清查的基

础上，对各类资产可变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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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及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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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等，各项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数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

销

坏账准备 31,133,384.90 34,442,819.47 257,948.53 65,834,152.90

其中: 应收

账款

19,929,225.26 17,947,324.95 37,876,550.21

其他应收款 11,204,159.64 16,495,494.52 257,948.53 27,957,602.69

存货跌价准

备

2,617,726.64 1,567,709.03 1,050,017.61

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16,337.05 16,337.05

商誉减值准

备

710,651.55 710,651.55

应收保理款

减值准备

280,531.10 993,201.08 1,273,732.18

合计 34,758,631.24 35,436,020.55 257,948.53 1,567,709.03 68,884,891.29

注:（1）本期增加“其他” 为当期并购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期初其他应收款计提的

坏账准备。

（三）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对该事

项发表独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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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减少公司 2015�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合并净利润

30，500，487.57元，相应减少公司 2015�年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30，500，487.57元。 本

次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不影响公司于 2015�年第三季度披露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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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准备计提情况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2015�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各类存在减值迹象资产的账

面余额、减值准备余额、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应收账款 499，881，450.13 37，876，550.21 462，004，899.92

其他应收款 214，756，645.65 27，957，602.69 186，799，042.96

存货 147，687，980.57 1，050，017.61 146，637，962.96

固定资产 813，618，271.34 16，337.05 813，601，934.29

商誉 106，725，801.88 710，651.55 106，015，150.33

应收保理款 179，807，171.99 1，273，732.18 178，533，439.81

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计提。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

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2015年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我们同

意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

充分，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截至2015年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15年度的经营

成果，使公司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决策程序规范，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

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2015年度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整体利益，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同

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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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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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于2016年2月28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于2016年2月23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

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2月2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16 - 014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6年2月28日下午在公司五楼小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监事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文春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蓝能旺先生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同

意公司本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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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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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41号）核准，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4,100,207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17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49,999,938.00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用和其他发行费用22,724,

100.2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27,275,837.7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2月6日到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6年2月6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广会验字 [2016]G16003030010号验资报

告。

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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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沙

井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前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以下共同简称 “乙方” ） 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

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各专户情况

1、 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沙井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账号为79180154800000073，截止2016年2月6日，专户余额为 269,303,540.73元。 该

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前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 ），账号为44250110190900000078，截止2016年2月6日，专户余额为 661,017,

825.96� � �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3、 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为696660113，截止2016年2月6日，专户余额为 97,928,571.31元。 该专户

仅用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甲方应当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应当每半

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甲方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审

批制度，妥善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并建立每笔募集资金使用的记账记录（包括但不限于审

批单据、银行划款凭证、公司记账凭证等内容）。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家茂、胡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

额的5%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但甲

方应在终止本协议前另行确定募集资金专户，并督促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与甲方及

丙方另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

2016

—

019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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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7,809,715.97 1,088,192,851.22 73.48%

营业利润 200,878,436.84 141,237,027.37 42.23%

利润总额 204,297,464.87 140,805,387.85 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68,584,954.21 117,011,557.60 44.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1 0.37 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8% 17.74% 上升1.9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571,755,599.90 1,913,494,513.20 8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949,567,655.01 753,149,284.45 26.08%

股本 325,736,000.00 162,868,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2.92 4.62 -36.80%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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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收益。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8,780.97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3.48%，营业利润20,087.8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2.2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6,858.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08%。各项经营业绩指标增长

的主要原因是：现有园林主业稳步增长，报告期内收购了恒润科技，正式涉足文化创意、文

化旅游产业。

2、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86.66%、26.08%，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并购恒润科技实现并表，公司总体规模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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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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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20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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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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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4,019.42 320,588.10 4.19%

营业利润 20,699.96 22,482.84 -7.93%

利润总额 20,878.34 22,709.48 -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998.06 14,894.65 -1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 0.83 -13.2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3.98% 18.84% -4.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44,751.69 259,197.06 3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52,598.69 86,487.38 76.44%

股本（万股） 22,500.00 18,000.00 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6.78 4.80 41.2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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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3、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时间为2015年12月，因此，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仍按公

司发行前总股本18,000万股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4.19%，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7.93%，

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12.73%，

主要是因为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长和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比报告期初增长25%，系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4,500

万股所致；公司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33.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报告

期初增长76.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41.25%，主要是因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及经营业绩积累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基于本年度已实现经营业绩和对

在建项目施工进度、工程款年底回收情况的预测，并考虑近期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预计公

司2015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指标较2014年度无大幅波动。初步测算，2015年度，营

业收入较上年度同比变动幅度为0%至10%， 净利润较上年度同比变动幅度为-10%至

10%。 ”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的业绩预计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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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75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05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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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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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614,316.36 458,089,678.07 -16.04%

营业利润 117,438,131.46 153,653,826.92 -23.57%

利润总额 126,656,141.77 187,656,268.38 -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086,059.81 158,065,046.63 -32.8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1 1.05 -4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0% 30.91% -17.9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254,142,935.65 835,785,193.87 5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062,551,715.73 584,769,004.25 81.70%

股 本 200,000,000 150,000,000 3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5.31 3.90 36.15%

注：上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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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4,614,316.36元，较上年下降16.04%；利润总额

126,656,141.77元， 较上年下降3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086,059.81

元，较上年下降32.88%。

2.� 2015年实现的利润总额为126,656,141.77元，比上年下降32.51%；2015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6,086,059.81元，比上年下降32.88%。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下降

的主要原因：一是2014年处置土地实现收入2,705万元，本期无土地处置收入；二是本年减

速离合器销售受市场影响有所下降，本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6.04%，相应导致利润总额、

净利润下降。

2015年基本每股收益0.61元，同比下降41.90%，主要是由于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2.88%以及2015年6月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股本由15000万元

增加到20000万元。

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公司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股本、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1,254,142,935.65元、1,062,551,715.73元、200,

000,000元、5.31元/股， 分别比同期增长50.06%、81.70%、33.33%、36.15%， 主要是因为

2015年6月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新增股本5000万元， 收到募集资金净额404,696,

651.67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幅小于总资产增幅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增幅是因为2015年6月完成了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新增股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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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10月22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中预测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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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6

—

016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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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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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512,178.52 161,042,613.90 -9.02%

营业利润 91,215,032.25 50,639,901.36 80.12%

利润总额 95,515,435.82 54,161,312.09 7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790,560.02 47,253,534.67 9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1 0.11 9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0% 3.94% 3.1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50,025,906.82 1,405,211,236.57 -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153,329,463.85 1,219,608,514.66 -5.43%

股 本 420,000,000.00 150,000,000.00 18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2.75 8.13 -66.17%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及发展状况良好。 具体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如下：

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80.12%，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76.35%，净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90.02%，主要原因在于：公司进行战略转型，新的管理团队致力于打造具有竞争力

的金融控股平台，在保持原有业务稳定的基础上注重在泛金融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因此取

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使得公司业绩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得益于净利润的大幅增长因

此基本每股收益也较上年同期增长90.91%。

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180.00%， 主要原因在于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8股）， 公司股本由150,000,000股增加至420,000,

000股，同时使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上年同期下降-66.17%。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长幅度为82.00%—112.00%。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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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永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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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7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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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44,184,300.92 597,579,907.49 -25.67%

营业利润 3,986,813.91 9,899,860.46 -59.73%

利润总额 6,116,169.88 10,513,728.67 -4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6,285.86 5,464,589.23 -53.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 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0.99% -0.5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88,298,155.87 954,589,771.87 2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58,256,997.35 557,283,436.12 0.17%

股本 200,000,000 2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2.79 2.7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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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184,300.92元，同比下降25.67%，主要原因为

受行业景气度下滑、 印刷油墨市场需求不振等大环境影响所致； 实现营业利润3,986,

813.91元，同比下降59.73%，实现利润总额6,116,169.88元，同比下降41.83%，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66,285.86元,同比下降53.0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湖州乐通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转固后折旧费用增大以及借款利息费用化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1,188,298,155.87元，同比增长24.48%，主要原因为收购

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属于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导致商誉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的预计:2015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50万元至725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预测区间下限。 主要原因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下滑幅度较

大，超出公司原有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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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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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8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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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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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6年2月19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6年2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董事7名，参与表决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肖诗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一致。

肖诗强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附件：

肖诗强：男，1978年11月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自2010年11月

至今任北京轩翔思悦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技术副总裁、总经理。

肖诗强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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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5

中房债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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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购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旗

下优质地产项目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中房地产，代码：000736）自

2016年2月22日起开始停牌。 现公司明确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

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拟聘请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承诺争取在不超过30个自然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重组方案，即最晚将在2016年3

月29日前按照《公司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16年3月29日恢复交易，若恢复交易并

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3个月内不再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预计的期限披露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中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16-07

号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吉非替尼原料药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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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吉非替尼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吉非替尼

批件号：2016L01630

类型：原料药

申请事项：国产药品注册

规格：———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第3.1类

适应症：治疗既往接受过化学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

申请人：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国家药监局审查，本品

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制剂进行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

二、药品研究情况

公司同时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了吉非替尼原料药和制剂， 该原料药主要用于公司制剂

生产配套。

吉非替尼适应症为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原研厂家为英国阿斯利康公司，商品名为“易

瑞沙” 。 2002年8月，吉非替尼首先作为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药物在日本上市，2003年获

美国FDA批准，2005年进入中国，2008年吉非替尼全球销售额为2.65亿美元。

该产品获得临床批件后将进行生物等效性（BE）试验，完成临床实验后申请生产批

件，在获得生产批件并且通过GMP认证后可投入生产。吉非替尼原料药获得临床批件对公

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新药研发是项长期工作，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公司将密切关注

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