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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6-01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6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23日以专人送

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由公司董事长许泓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本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6）会同本公告同时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

阅。

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6-015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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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23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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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

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6-016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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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

原则，根据《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拟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1、计提坏账准备约2,486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44.84%；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444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26.05%；

上述二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总额3,930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70.89%。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二、本次计提坏帐准备的方法、原因和具体情况

公司拟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计提坏账准备约2,486万元， 占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44.84%，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计提

方法

计提依据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账面价值 期初余额

期末余

额

本期转

销

本期转

回

本期计

提额

单项金额重

大或者非重

大的系统集

成业务信用

风险特征组

合的应收款

项

实 际

账 龄

分 析

法

根据以前年度

与之相同或相

类似的、 具有

类似信用风险

特征的应收款

项组合的实际

损 失 率 为 基

础， 结合现时

情况确定本年

度各项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

比例， 据此计

算本年度应计

提的坏账准备

1年以内

(含1年)

4.5

644,731,

591.12

48,344,

945.74

68,249,

172.29

1,880,

290.93

96,

398.11

21,688,

119.37

1—2年 35

2—3年 50

3年以上 100

单项金额重

大或者非重

大的产品分

销业务信用

风险特征组

合的应收款

项

逾 期

账 龄

分 析

法

未逾期 -

181,344,

795.06

8,185,

551.36

11,163,

246.64

71,

177.41

197,

014.50

2,851,

858.19

逾期0－30

天

-

逾期30－

90天

3

逾期90－

180天天

25

逾期180－

360天天

50

逾期360天

以上

100

单项

计提

根据合同部分收款风险由

供应商承担而按实际账龄

法计提坏账金额

52.83 4,024,521.79

1,805,

345.57

2,126,

237.72

320,

892.15

单项金额重

大或者非重

大的其他应

收款项

余 额

百 分

比法

与经单独测试

后未减值的其

他应收款项作

为信用风险特

征为一组合

- 5 13,988,069.54 981,713.89

978,

534.54

-3,

179.35

合计 - - - -

844,088,

977.51

59,317,

556.56

82,517,

191.19

1,951,

468.34

293,

412.61

24,857,

690.36

原因分析：公司整体业务计提2,486万元，其中：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业务计提2,041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公司拟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444万元，占

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26.05%，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计提

方法

计提依据 账面价值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本期计提额

存货

类别

与系统集成业务相关的存货，以

该些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可变现净值

246,295,414.28

13,191,

401.63

25,321,

679.98

12,130,

278.35

与商品分销业务相关的存货，以

单品期末库存大于其前12个月销

售数量为基础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

121,159,984.23

15,978,

601.05

18,292,

032.49

2,313,431.44

合计

- 367,455,398.51

29,170,

002.68

43,613,

712.47

14,443,

709.79

原因分析：2015年末公司整体存货余额36,746万元， 比年初增加7,266万元， 增长

24.65%。

（1） 与商品分销业务相关的存货12,116万元， 比年初增加1,468万元 （增加

13.78%），但库存备货的增加导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额增加231万元；

（2） 与系统集成业务相关的存货24,630万元， 比年初增加5,798万元 （增加

30.79%）；其中：大功率电力电子产品及工业自动化及通讯产品业务的存货16,824万元，

比年初增加6,752万元（增长67.04%）。

随着公司自主产品销售额的增加，相应的采购备货原材料也有所增加，导致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额增加1,213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约3,930万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约3,667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的影响，

公司已充分在2016年2月26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6-013）中进

行了考虑，不存在需要对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进行修正的情形，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

露的 2015�年年度报告为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后认为：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遵照 《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执行，依据充分计算过程正确，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

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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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的规定，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

合法，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0

公告编号：

2016-12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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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外担保事项全部因全资子公司海

南司南环岛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南公司” )开展为境外游艇进入海南境内代

开海关保证金履约保函业务而形成。 公司于2015年2月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司南公司向银行申请1.6亿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5年2月5日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司

于2015年6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南公司使用2.1

亿元担保额度开展担保业务的议案》，同意司南公司以自有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和银行

1.6亿人民币授信额度，使用最大限度担保额度即2.1亿元人民币开展关税担保业务。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2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使用2.1亿元担保额度开展担保业务的

公告》。

司南公司2016年1月份新增3笔对外担保事项，详细情况如下表：

序号 被担保（公司或个人） 保函合同期限

保函金额(万

元）

1 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01/25-2017/01/24 230

2 海南吉鼎顺游艇服务有限公司 2016/01/16-2017/01/15 610

3 北京卓逸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2016/01/04-2017/01/03 262

合计 1102

截止2016年1月31日，司南公司因开展业务而形成的对外担保事项如下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

期（协议签

署日）

实际担保金

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北京卓逸财富

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262

2015年01月

04日

262 一般保证 一年 是 否

天津恒运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年7

月2日

230

2015年01月

01日

230 一般保证 一年 是 否

天悦国际控股

（香港）有限公

司（TINYUE�

INTERNA-

TIONAL�

HOLDINGS�

(HK)�

LIMITED）

2015年7

月2日

470

2015年01月

12日

470 一般保证 三个月 是 否

海南吉鼎顺游

艇服务有限公

司

2015年7

月2日

590

2015年01月

14日

590 一般保证 一年 是 否

海南吉鼎顺游

艇服务有限公

司

2015年7

月2日

20

2015年01月

20日

20 一般保证 一年 是 否

三亚泰德商贸

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330

2015年02月

13日

330 一般保证 三个月 是 否

海南自由岛传

媒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95

2015年03月

24日

9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海南自由岛传

媒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320

2015年03月

24日

32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盈海世纪有限

公司

2015年7

月2日

290

2015年03月

23日

290 一般保证 三个月 是 否

北京安吉思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15年7

月2日

380

2015年06月

12日

38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三亚泰德商贸

咨询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330

2015年06月

12日

33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诺莱仕集团

（香港）有限公

司

2015年7

月2日

150

2015年07月

10日

150 一般保证 2个半月 是 否

刘少武

2015年7

月2日

65

2015年07月

17日

6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海南俊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101

2015年10月

12日

101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唐山龙辉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三亚分公司

2015年7

月2日

175

2015年10月

13日

17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重庆德佳食品

（集团）有限公

司三亚分公司

2015年7

月2日

555

2015年12月

1日

555 一般保证 半年 否 否

惠州市柯欣商

贸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

2015年7

月2日

655

2015年12月

08日

65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缪氏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440

2015年12月

10日

440 一般保证 三个月 否 否

海南银磬实业

有限公司

2015年7

月2日

650

2015年12月

28日

6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北京卓逸财富

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2

月29�日

262

2016年1月4

日

262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海南吉鼎顺游

艇服务有限公

司

2016年2

月29�日

610

2016年1月

16日

61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天津恒运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2

月29�日

230

2016年1月

25日

23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20

证券简称：海峡股份 公告编号：

2016-13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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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277,947.69 595,417,520.49 14.76

营业利润 128,671,049.86 87,320,248.59 47.36

利润总额 158,796,162.45 114,625,095.14 3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308,200.76 83,777,664.94 41.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8 0.20 4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4.35% 1.5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277,388,364.09 2,200,087,373.14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068,889,877.38 1,958,897,328.04 5.62

股本 425,880,000.00 425,880,000.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86 4.60 5.6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公司多艘豪华客滚船投入琼州海峡营运，公司运力扩大，市场竞争力增强；由

于燃油价格下降，本年度燃油成本下降，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较上年有所增加。

三、其他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5%至45%，公司本次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

上年同期增加41.22%，在预计的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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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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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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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赛科技” 、“公司” 、“本公司” ）于2015年

8月3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2015-037），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31日开市起停

牌；2015年9月15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2015-039），公司确认

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5日开市时起继续停

牌；2015年10月15日、11月16日、12月15日、2016年2月15日分别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2015-052、2015-061、2016-008）；

停牌期间，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及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38、2015-040、

2015-041、2015-042、2015-044、2015-045、2015-050、2015-051、2015-053、

2015-056、2015-057、2015-060、2015-062、2015-063、2016-001、2016-002、

2016-003、2016-005、2016-006、2016-011）。

一、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在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积极努力推进项目进程，包括：

梳理标的资产范围、中介机构招标、开展标的资产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

重组前的规范整改、梳理募投项目并开展相关备案审批、与募集资金认购方进行洽商、对

重组方案进行分析和论证、向国务院国资委申请预审核等各项工作。

目前，杰赛科技和中介机构与控股股东广州通信研究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科” 或“集团公司” ）及其下属单位进行了积极沟通，确认杰赛

科技将作为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的资本运作平台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工作。 重组各

方对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下属军民品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初步梳理及方

案论证，现已基本确定拟注入的资产范围，主要涉及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下辖的三家科研

院所所属的通信类、导航类较为成熟或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民品资产，包括河北远东通信

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网华通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华通天畅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中电科卫星导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电科东盟卫星导

航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目前中介机构正在开展该等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审计、评估工

作，并对本次重组方案进行编制和论证。

2015年11月25日、12月1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201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批准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6年1月2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已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还在积极推进过程中，由于以下原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尚不具备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的条件：

1、尚待取得重组预案披露前必须取得的国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意见。 根据国务院国

资委《关于规范国有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9]

124号）的规定，在杰赛科技召开董事会并披露重组预案前，本次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需要取得国务院国资委预审核批准，并且由于某标的资产涉及历史形成的员工持股事项，

也需要在国务院国资委内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2016年1月29日，中国电科已将本次重组

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报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 经公司与国务院国资委多次沟通，国务院

国资委已明确表示本次预审核流程需严格按照国资监管的相关规定执行。 目前，国务院国

资委正在内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审批手续相对复杂，流程较长；

2、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相对较多且情况复杂。 杰赛科技将作为中国电科通信事

业部的资本运作平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涉及标的资产相对较多且情况复杂，筛

选和梳理的资产范围主要包括多个研究所所属的部分资产和控股企业，涉及企\事业单位

且主体较多，包括通信类、导航类的多个民品资产，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且

需要协调多方予以配合；

3、本次重组内外部决策环节较多。 杰赛科技实际控制人中国电科为中央企业，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是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下辖的研究所所属的部分资产，因此，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需要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该等程序涉及标的公司、各研究所、

中国电科通信事业部、集团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等各个层级，方案的确定过程需要经过一

个协商、调整、再协商的过程。 同时，部分标的资产还涉及非关联第三方的少数股东，其中

包括上市公司及地方国有单位，该等少数股东参与本次重组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

所需时间相对较长；

4、为了保证本次重组后各标的资产的业务开展不受影响，本次重组的部分标的资产

还需要进行相关业务及资产的整合及规范，整合过程涉及的细节问题均需多方进行商定，

周期较长。 而业务资产整合方案的确定是审计、评估工作开展的基础，会影响整体工作安

排和预估值的出具；

5、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基本完成可行性研究，目前正在履行项目立项

备案及环评等各项手续。

经与交易对方确认，交易对方均有意向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

开展过程中。

2016年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6年2月19日公司举行 “杰赛科技投资者说明会” ，介绍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情况。

目前，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在国务院国资委进行预审核相关

的内部司局征求意见过程中。

二、后续工作安排

鉴于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

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保障投资者

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交易对方和各中介机构将尽快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包括国

务院国资委的预审核及其反馈意见回复、募投项目立项备案及环评、尽职调查、方案细节

的确定、相关业务及资产的整合或规范、方案的论证报批、协议的签署等，督促各方尽快完

成各项审批流程，并完成本次重组各项文件，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董事

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较为复杂，最终的方案和审批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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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5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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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主要内容：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现金

分红不低于公司2015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0股。

对上述公司控股股东提议的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全体董事均表示同意，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提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控股股东未来6个月内

没有减持计划。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28日收到公司

控股股东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控股” ）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 为了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控股股东福鞍控股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盈利水平和财务状况，以及未来

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因素，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于2016年2月

28日建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00,000,000股为基数， 现金分红不低于公司2015年度实

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20%；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公司控股股东福鞍控股和实际控制人吕世平先生承诺在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董事会对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收到控股股东福鞍控股提交的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后， 于2016年2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集董事会全体9

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 经研究，公司董事一致认为，福鞍控股提议的公司2015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充分

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和合理诉求，与公司的经营业绩和成长性相匹配，且不会造成公

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 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备合

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出席现场讨论的董事吕世平、李士俊、穆建华、石鹏、李静、杨玲、独立董事崔奇承诺在

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 并承诺依据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上述预案制定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张立波、杨启昌以

通讯方式承诺在公司相关董事会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 并承诺依据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上述预案制定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授权独

立董事崔奇在上述承诺上签字。

三、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预案披露公告日前六个月内提议股东、公司董事未增减持公司股票。

公司提议股东及董事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票，未来六个月内，在符合法律

法规及交易所规定的前提下，提议股东、公司董事存在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预披露的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仅为控

股股东的提议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预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2015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时投赞成票。 控股股东及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李士俊、穆建华、石鹏、李静、杨

玲同时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前6个

月内，公司不存在限售股解禁及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后6个月内，公司存在部分首发限

售期为12个月的股份限售期即将届满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限售期

预计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时间

新增可上市交易股

份数量

1 李士俊 7125000

12个月 2016年4月25日

1781250

2 万红波 5625000 1406250

3 穆建华 225000 56250

4 张轶妍 168750 42187

5 石鹏 112500 28125

6 李静 112500 28125

7 杨玲 112500 28125

8 李敏 112500 28125

9 李文健 112500 28125

10 赵宝泉 112500 112500

11 李方志 112500 12个月 2016年7月15日 112500

注：李方志于2016年1月14日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本人承诺在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转让公司股票。

（三）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中的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分， 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及其持股比例不产生实

质性影响，请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2月29�日

报备文件：

（一）提议股东签字盖章的提案原件及相关承诺

（二）参与讨论董事签字确认的书面文件

证券代码：

002339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2016-016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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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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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968,059.23 1,108,751,708.46 17.43%

营业利润 177,095,685.35 116,226,174.16 52.37%

利润总额 211,497,367.60 155,775,929.79 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52,605,291.73 129,690,268.71 1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0 0.34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80% 10.01% 0.7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2,377,791,812.02 1,992,760,400.71 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482,133,261.48 1,352,261,729.75 9.60%

股 本 378,896,000.00 378,896,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3.91 3.57 9.52%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96.81万元，同比上年增

长17.43%；实现营业利润17,709.57万元，同比上年增长52.37%；实现利润总额21,149.74

万元，同比上年增长35.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260.53万元，同比上年

增长17.67%。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40元，同比上年增长17.6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10.8%，同比上年上升0.79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37,779.18万元,比2014

年末增长1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48,213.33万元， 比2014年末增长

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91元，比2014年末增长9.52%。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稳步增长；公司充分利用规模化采

购生产和母子公司协同效应，成本控制效果显著，营业利润增幅高于营收增幅，同比上年

增长52.37%；受企业所得税率变动和软件产品增值税返还金额同比下降因素影响，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年增长17.67%。

2.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比上年增长52.37%，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35.77%，主要原因是营业

收入稳步增长，成本控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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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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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股票代码：

002739

股票简称：万达院线 公告编号：

2016-018

号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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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866,195.85 5,338,992,065.33 49.86%

营业利润 1,447,521,065.81 936,998,345.77 54.48%

利润总额 1,561,618,282.75 1,057,399,531.80 4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85,693,664.43 800,950,507.74 4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7 0.80 3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4% 30.83% 下降4.5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457,576,287.57 4,573,780,791.82 23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109,399,246.58 2,998,124,758.42 203.84%

股 本 1,174,294,974.00 500,000,000.00 134.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7.76 3.00 1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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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业绩说明

（1）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000,866,195.85元，较同期增长49.8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85,693,664.43元，较同期增长48.04%，主要原因为2015年中国电

影市场高速增长，公司抓住市场机遇，采取互联网创新营销模式，实施“会员+”战略，积极

打造电影生态圈，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当年新增及收购国内影城、澳洲HOYTS院线及慕威

时尚等公司，大力拓展市场所致；

（2）基本每股收益1.07元，较同期增长33.75%，主要原因为公司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增长48.04%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金额为15,457,576,287.57元，较同期增长237.96%，主要

原因为当年新增及收购国内影城、澳洲HOYTS院线及慕威时尚等公司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1,174,294,974.00元，较同期增加134.8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金额为9,109,399,246.58元，较同期增长203.84%，主要原因为2015

年公司上市对外发行股票以及定向增发股票所致；

（3）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7.76元，较同期增长158.67%；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6.24%，较同期下降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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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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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34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8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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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44,624.97 374,252,038.25 -7.51%

营业利润 45,232,381.02 32,639,633.63 38.58%

利润总额 56,484,509.31 38,046,395.15 4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536,483.00 33,739,382.05 11.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28 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 6.76% -1.2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084,987,927.77 792,135,086.51 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652,144,565.36 640,219,336.56 1.86%

股本 128,056,271.00 128,056,27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5.09 5.00 1.80%

注：表内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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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144,624.97� 元，比 2014� 年度下降7.51%�

，主要是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2、公司 2015� 年营业利润45,232,381.02元,比2014年度增长38.58%；利润总额56,

484,509.31元，比 2014�年度增长48.46%，主要是本期将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纳入合并。

3、公司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536,483.00元，比 2014年度增

长11.25%，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增加及出口退税率提高引起净利润增加。

4、公司 2015�年年末总资产为 1,084,987,927.77元，较 2014�年年末增长36.97%；

主要是本期将义乌市棒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纳入合并。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2,867.85�万元至 3,88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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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3.65万元，与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2015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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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

2016-011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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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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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221,329.93 511,866,727.11 -5.21%

营业利润 14,503,665.62 24,621,882.82 -41.09%

利润总额 55,115,807.61 46,973,722.15 1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53,590.76 43,965,784.63 17.49%

基本每股收益 0.46 0.49 -6.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6% 16.30% -5.3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733,678,046.70 453,866,199.99 6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0,942,484.73 287,904,874.65 87.89%

股 本 121,466,000.00 90,000,000.00 3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45 3.20 39.0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受不断加大的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传统装备制造行业整体市场需求低

迷，公司虽保持运动控制交流伺服、工业机器人及智能制造系统业务的持续高速增长，但

仍旧有部分业务受到影响较大导致整体业绩有所下滑。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5,221,329.9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1%；利润总额

55,115,807.61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7.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653,590.76

元，较去年同期上升17.49%。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总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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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净资产均较去年同期上升较大， 主要系公司上市发行新股及首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

的预计范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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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