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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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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78,294.44 148,912.59 19.73%

营业利润 18,792.30 19,485.78 -3.56%

利润总额 19,526.95 20,171.12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007.04 16,642.36 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40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4% 10.39% 降低0.6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74,255.27 350,815.61 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78,430.86 166,875.74 6.92%

股本（万股） 41,152.00 41,152.0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4.34 4.06 6.9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模具产品销售规模持续增长，但受个别模具项目周期延长、调试费用高

等的影响，毛利率有所降低；公司冲压业务市场开拓顺利，冲压件业务销售收入增长显著；

公司参股子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业绩逐年增长。 综上，公司总体

生产经营发展势头较好，业绩稳定。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8,294.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73%；营业利润18,

792.30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56%；利润总额为19,526.95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3.1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007.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374,255.27万元；较2014年末增长6.68%，主要

受公司销售收入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等因素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178,430.86万元，较2014年末增长了6.92%。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6年1月29日，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3）中对

2015年度的经营业绩预计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15%至15%。

本次的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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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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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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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胡津生、常世

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张义生、任伟、王子玲、鲍建新等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控股

股东” ）的通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中的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任伟、尹宝茹、张义生、鲍

建新、王子玲已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胡津生 是 1118.11

2016年2月

26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7.15

%

个人资

金需求

常世平 是 1212.02

2016年2月

26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52.54

%

个人资

金需求

董书新 是 636.52

2016年2月

25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4.19

%

个人资

金需求

任伟 是 311.22

2016年2月

25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4.20

%

个人资

金需求

尹宝茹 是 327.94

2016年2月

26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7.19

%

个人资

金需求

张义生 是 251.26

2016年2月

25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4.23

%

个人资

金需求

鲍建新 是 230.00

2016年2月

26日

2016年11

月25日

华泰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32.27%

个人资

金需求

王子玲 是 208.71

2016年2月

25日

2017年2

月21日

中国中投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34.20

%

个人资

金需求

合计 - 4295.78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胡津生持有公司股份3,009.6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31%。 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118.1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常世平持有公司股份2,306.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1%。 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1,212.0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董书新持有公司股份1,861.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2%。 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636.5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任伟持有公司股份910.0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1%。 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11.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尹宝茹持有公司股份881.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4%。 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27.9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义生持有公司股份734.0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8%。 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51.2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鲍建新持有公司股份712.7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 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5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5%。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王子玲持有公司股份610.2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 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08.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11,982.4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12%。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022.7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1%。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9日

B014

■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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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6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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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文化” 、“发行人” 、“公司” ）于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会后事

项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北京文化协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及中喜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该告知函提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认真落实，现将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证监会要求公司回复问题

截至2015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22.46万元，较去年同

期下降73.42%，下降金额为5,861.91万元。

请发行人：（1）分析影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主要因素；（2）说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

况是否稳定；（3）导致公司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 会对以后年度业绩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请发行人就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作信息披露。

二、公司回复及说明

（一）分析影响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因素

发行人2015年与2014年度相比的利润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度 2014年度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总收入 34,935.26 42,069.48 -7,134.22 -16.96%

营业总成本 39,258.79 33,057.23 6,201.56 18.76%

其中：营业成本 18,004.89 21,555.76 -3,550.87 -16.47%

营业税金及附加 747.21 995.91 -248.70 -24.97%

销售费用 4,993.38 497.80 4,495.58 903.09%

管理费用 16,319.17 13,246.61 3,072.56 23.20%

财务费用 -666.60 -4,591.52 3,924.92 -85.48%

资产减值损失 -139.27 1,352.66 -1,491.93 -110.30%

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8.64 333.95 -35.31 -10.57%

投资收益 4,529.54 222.92 4,306.62 1931.91%

加：营业外收入 2,784.11 1,237.61 1,546.50 124.96%

减：营业外支出 68.19 130.17 -61.98 -47.61%

毛利 16,930.37 20,513.72 -3,583.35 -17.47%

利润总额 3,220.57 10,676.55 -7,455.98 -69.84%

减：所得税费用 1,162.94 2,939.07 -1,776.13 -60.43%

净利润 2,057.63 7,737.48 -5,679.85 -73.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122.46 7,984.37 -5,861.91 -73.42%

如上表所示，2015年发行人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122.46万元， 较去

年同期下降73.42%，下降金额为5,861.91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发行人业务主要包括旅游及影视文化业务两部分：

（1）2015年度旅游、酒店服务收入为15,363.77万元，成本为6,803.07万元，收入及毛

利分别较上年度下降3,675.88万元和4,225.43万元。其中，“两山两寺”及龙泉宾馆2015年

收入及毛利分别较上年度下降656.58万元和765.77万元，影响较小；下降的主要因素来源

于上年度北旅广场一级土地开发毛利收益为3,757.09万元，本年度无该部分收入，故对旅

游酒店业务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大；

（2）2015年度影视经纪业务的收入为19,571.49万元， 成本为11,201.82万元。 由于

2014年两部影视作品《同桌的妳》和《心花路放》市场认可较好，整体收入超越预期，2015

年度影视经纪业务整体较为平稳，基本符合预期，收入较上年度下降3,458.34万元；但由于

2014年《心花路放》等电影的成本高于2015年度《解救吾先生》等几部主要影视剧作品的

成本，2015年全年毛利保持在较稳定水平且较上年度略微增长642.08万元。

2、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增长及利息收入的减少，三项共计影响金额为11,493.06万

元，其中：

（1）销售费用较2014年增加4,495.58万元，主要为《加油吧实习生》、《解救吾先生》

等影视作品的宣发费用较高，导致销售费用大幅增加；

（2）管理费用较2014年增加3,072.56万元，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募投项目陆续完工结

转，导致折旧摊销费用增加421万元；因国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基数及公司转型后

人员的增加，导致人员费用同比增加1,277万元；股权激励成本摊销同比增加887万元；能

源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25万元；

（3）财务费用较2014年增加3,924.92万元，主要为公司利息收入下降较多，2014年度

公司收到北旅广场拆迁代垫款利息收入3,597.71万元，2015年无此同类项目收入， 因此导

致财务费用增加。

综上所示，导致2015年度净利润较2014年度净利润有较明显下滑的两方面原因，一是

因为2014年度北旅广场一级土地开发收益及利息收入的结算导致2014年度净利润较高；

二是因为随着公司影视文化业务的拓展、影视项目业务规模和影视作品的产量增长使得销

售费用、管理费用等期间费用增长造成了利润的下降。

（二）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说明导致公司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否已经消除，

是否会对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发行人目前已形成了旅游及影视文化业务协同发展的模式。 旅游酒店方面，根据公司

2016年2月2日收到的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配

合做好潭、戒两寺退市工作有关事宜的函》（门政函<2016>16号）的内容，在潭、戒两寺

2019年6月1日承包期限到期前，发行人一方面将配合政府积极稳妥的推进两寺退市事宜，

另一方面，相关业务收入也将维持在稳定水平。

影视文化方面，发行人正朝向包含电视剧、电影、综艺栏目、艺人经纪、新媒体等全产业

链文化集团的方向发展。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将继续开展业务整合，全

力加大在影视剧项目方面的投入。 目前，发行人在影视剧项目上的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6年电影业务的进展情况：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

进度

《天生我刺》 2014.9

2016 年暑 假

上映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黄建明

编剧：黄建明、吴晓宇

监制：丁晟

制作中

《我的新野蛮

女友》

2014.10 2016.4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赵根植

编剧：李载允

主演：车太贤、宋茜

制作中

《年兽大作战》 2014.11 2016.2.8

取得拍摄许可

证

及公映许

可证

一格万象投

资

导演：张扬

监制：宁浩

已公映

《极限挑战之

最后的武士》

2015.10 2016.1.15

取得拍摄许可

证及公映许可

证

投资

导演：任静、严敏

主演：黄渤、孙红雷、黄

磊、罗志祥、王迅、张艺兴、

赵丽颖

已公映

《我叫李雪莲》 2015.11 2016年底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冯小刚

编剧：刘震云

主演：郭涛、大鹏、范冰

冰、张嘉译

拍摄中

《南极绝恋》 2015.11 2017年寒假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编剧：吴有音

主演：赵又廷、杨子珊

监制：关锦鹏

拍摄中

《铁道飞虎》 2015.11 2017.10

取得拍摄许可

证

功做事投资

导演：丁晟

编剧：何可可、丁晟

主演：成龙、黄子韬

制作中

《没有别的爱》

2016年春节

后

2016 年贺 岁

档上映

正在办理

一格万象投

资

导演：赵薇 筹备中

《绣春刀：修罗

场》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一格万象投

资

导演、编剧：路阳

监制：宁浩

主演：张震

筹备中

2016年电视剧业务的进展情况：

作品

（计划）

开拍时间

计划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

进度

《无名者》 2014.6 待定

取得拍摄许可

证及发行许可

证

投资

导演：大威

主演：丁志诚，原雨、吴

刚、尤勇、冯远征

电视剧版权

已整体出售

《恶老板》 2014.10 待定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甘露

主演：梅 婷，黄觉

后期制作

《穿越谜团》 2015．1 待定

取得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导演：沈严

编剧：俞白眉

主演：袁弘、张歆艺、孙

淳、江珊

后期制作

《极品一家人》 2016.3

2016 年下半

年播出

正在办理

摩登视界投

资

导演：孙皓

编剧： 赵犇、 黄苇、平

平、沈嵘

筹备中

《当分手大师

遇 到 复 合 大

师》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投资

导演：沈严

编剧：俞白眉

主演：佟大为、邓超、杨

幂

筹备中

《丈夫归来》 2016.3 待定 正在办理 投资 待定 筹备中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包括收购世纪伙伴、浙江星河100%股权，世纪伙伴是业内一

家以精品电视剧出品制作为主题的影视剧制作公司， 制作了包括《少帅》、《勇敢的心》、

《四十九日·祭》、《师父》等优秀影视剧；浙江星河是由王京花女士创办的著名艺人经纪业

务公司，签约及合作的艺人包括白百何、宋佳、胡军等演员。 随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顺利实

施，上述两家标的公司也将成为上市公司重要的收益增长点，保证了发行人未来持续稳定

经营的能力。

（三）请发行人就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作进一步的信息披

露

1、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

发行人2015年9月1日公告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第三次修订版）》之“第八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和分析” 之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中对2014年业绩明显高于往年的原因作出解释并提

示相关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2014年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较上年度增长25,783.36万元和4，518.77万元，增

幅分别为158.31%和140.39%。 造成上述快速增长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公司2014年度完成

对摩天轮收购，当年新增影视文化业务收入23,029.82万元；另一方面，北旅广场一级土地

开发收益及代垫款资金占用费收益分别为3,757.09万元和3,597.71万元。

随着公司逐渐确定旅游酒店及影视文化双主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北旅广场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的完工，公司业绩将进入稳步增长阶段，公司2014年度之后将面临营业收入及净利

润增速相对于2014年度增速放缓的风险。 ”

2、发行人补充风险提示

（1）影视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影视文化行业一直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近年来，众多机构登陆资本平台，聚集资源迅速

扩张，以及巨头的介入，网络剧等互联网产品的蔚然成风，都使得行业竞争愈发加剧，格局

发生激变。而公司影视项目制作和运营尚处于初期开拓阶段，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存在

市场份额下降及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2）栏目、影视作品销售的市场风险

影视文化产品能否取得丰厚回投资回报，能否取得较高的市场价值，能否满足市场和

观众所需要和喜爱以及能否取得良好票房或收视率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尽管公司影视

作品的立项及内容审查会经过专门人员的仔细评审，充分考虑其中的商业元素，从思想性、

艺术性、娱乐性、观赏性相结合的角度，通过集体决策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影视

作品的适销对路，但仍无法避免新产品定位不准确、不被市场接受和认可而导致的销售风

险。

（3）作品内容审查风险

电影方面，国家实行电影剧本（梗概）备案和电影片审查制度。未获备案通过的剧本将

被处理，公司损失前期筹备费用；已经制作完成，未获审查通过的作品将被报废处理，公司

损失作品全部制作成本；已经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的作品存在禁止发行或放映的可

能，此时作品将被报废处理，公司除承担全部制作成本的损失，还可能遭受行政处罚。

（4）潭、戒两寺退市风险

根据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关于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做好潭、戒两寺退

市工作有关事宜的函》（门政函<2016>16号）的内容，鉴于目前国家关于文物保护和宗教

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发行人将与门头沟区政府积极稳妥地推进“两寺” 的退市事宜。

2015年度潭柘寺、戒台寺的收入分别为6,497.45万元和657.50万元，合计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为20.48%，尽管公司目前尚未就该事宜签署协议或文件，且随着转型的进展，影视文化

及相关业务在经营业绩中的占比将会持续增长，但若未来退市事宜完成，公司提醒投资者

注意当年度收入可能会出现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风险。

3、信息披露

公司于2016年2月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了前述事项。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 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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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落实《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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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6日，我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更

换重组标的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18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就我公司对

《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的回复及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问询函》问题一：你公司更换重组标的资产的具体原因。

2016年2月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的议案》，确定以不涉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类事项的方式置出现有资产，同时置入

北京偶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偶偶网” ）。 在公司披露的相关公告中也写明：初步确定偶偶网

作为拟置入资产标的， 相关协议条款正在协商之中， 未签署有关本次重组的框架协议。 （详见公司

2016-06、2016-07号公告）

在上述公告发布以后，公司及相关方对重组偶偶网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和协商工作，在此过程中，

公司增加了新的意向重组标的，公司于2月18日及时披露了相关进展。（详见公司2016-08号公告）。 公

司相关方与交易对方协商后，双方对本次交易对价及支付条款等商务协议核心条款未能达成一致，公司

最终决定不再考虑。 同时经过初步的尽职调查，公司相关方选择北京金石威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石威视” ）作为拟置入标的公司进行商谈重组合作事宜。 公司也及时就相关进展进行了披露。

（详见公司2016-11号公告）。

本次更换仅涉及置入资产标的，置出资产标的以及本次重组的其他内容（包括置出资产、重组方式、

置入资产标的所属行业、国有股转让事项等）均没有变化。

《问询函》问题二：你公司对前述标的资产进行选择、谈判、调查评估等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重要

时间节点及每个时间节点的工作进展，并核实是否存在对股票实施停牌不够谨慎的情况。

（一）公司股票停牌的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19日、20日、23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向大股东北京融昌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融昌航” ）及实际控制人进行询证

核查，11月24日，公司收到大股东北京融昌航及实际控制人杨天夫先生的《确认函》获悉：①北京融昌航

及实际控制人杨天夫先生拟自2015年11月24日起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但不涉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类事项。②北京融昌航及实际控制人杨天夫先生拟自2015

年11月24日起与相关方磋商国有股转让事项。③由于上述事项刚刚开始筹划，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25日起停牌。 （详见公司2015-42、43、44号公告）

2015年12月1日，公司接到北京融昌航发来的《告知函》获悉：北京融昌航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杨天夫

先生经过慎重研究和初步论证，决定进行上述重大事项，该事项将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涉

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类事项；同时决定与相关方磋商国有股转让事宜。 目前，北京融昌航

正在深入研究重组方案并筹备国有股转让的相关事宜。 本公司经申请，从2015年12月2日起继续股票停

牌（详见公司2015-45号公告）。 至此，公司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纵观本次公司股票实施停牌的过程，公司在收到大股东的相关函件后，严格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以下简称“《停复牌指引》” ）第十三条之规定，对大股东本次筹

划的重大重组事项进行了核实，公司认为大股东筹划的重大事项“虽然未达成实质性意向但预计筹划信

息难以保密”（停牌前的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了20%），经过慎重考虑，遵

照大股东的意愿，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了股票停牌，进入了重大事项停牌程序。 综上所述，公司是

在2015年12月1日收到北京融昌航发来的《告知函》，确认北京融昌航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因此根据《停复牌指引》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本次停牌

的决定是谨慎的，停牌程序符合《停复牌指引》等法规规定。

（二）公司对前述标的资产进行选择、谈判、调查评估等工作的推进情况，包括重要时间节点及每个

时间节点的工作进展

公司进入重组程序后， 各方初步将本次重组的交易基准日确定为2015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在

2015年12月7日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现有资产进行审计，在完

成了协议签署等程序后，12月13日年审会计师正式进场开始对置出资产标的进行审计。 另外，2015年12

月13日，相关各方就国有股转让的相关事项也进行了协商，各方一致同意推进国有股转让事宜。 但由于

本次重组将以不涉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相关行政许可类事项的交易方式进行， 对置入资产标的的选择

构成一定条件的限制，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失，北京融昌航需要对置入资产标的的资产规模

及其所属行业仔细甄选和论证，鉴于此，公司申请股票延期复牌。

进入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第二个月后，2016年1月对拟置出资产进行审计持续推进，2016年1月25

日，审计师完成了对拟置出资产的现场审计工作并将审计初稿提交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相关方就国有

股转让事项也在持续协商沟通之中，针对置入资产标的，自本次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开始，北京融昌

航与包括偶偶网在内的多家涉及不同行业的标的公司进行了接洽和商谈，经过初步甄选，最终于2016年

2月1日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初步确定了偶偶网为本次拟置入资产标的，随后公司相关方与交易对方人

员多次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了持续沟通和协商， 但双方最终仍未能就对本次交易对价及支付条款等商

务协议核心条款达成一致，鉴于此，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也无法对标的资产开展正式的尽职调查和评估

审计工作。 在此过程中，为进一步保障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亦增加了新的意向重组标的，并于2月18

日及时披露了相关进展（之前为春节假期时间，很多业务和工作无法正常展开）。 同日上市公司也委派

中介机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新的意向重组标的即金石威视进行了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工作同

步展开。

2016年2月25日，经论证后，公司再次披露了本次重组的有关进展，公司相关方与偶偶网进行协商，

最终双方未能对本次交易对价及支付条款等商务协议核心条款达成一致。 根据中介机构对金石威视的

梳理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转型的需求，金石威视适合作为本次重组的置入标的资产。 公司于2016年2

月25日公告新置入资产标的名称后，公司与金石威视的商业谈判及尽职调查等工作全面开展。

本次重组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变更为金石威视的股东， 为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关联

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本次重组涉及的其他交易内容（包括置出资产、重组方式、置入资产标的所属行业、

国有股转让事项等）不变。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各中介机构正在对拟置入和置出的标的进行尽职调查；对拟置入标的公司的

审计、评估工作正在开展之中；对公司拟置出资产的审计已经完成，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关于国有股

转让的相关报批文件正在编制和整理之中；重组框架协议和重组预案也在同步准备。

《问询函》问题三：你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安排股票复牌交易的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

进入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第三个月以来，公司正式确定了本次重组拟置入的资产标的，但由于二月

恰逢春节假期，拟置入、置出资产的审计工作虽然已经接近尾声（置出资产的审计工作已经完成），但评

估工作尚未结束，本次重组涉及的预估值尚无法确定；其次预案编制以及中介机构内部审核工作仍未完

成；另外国有股转让事宜仍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预批复。 预计在本次重组停牌到期日（2016年3月4

日）前无法完成相关资料整理以及中介机构的内部审核程序，公司也无法召开董事会审议重组预案。 公

司将最晚于2016年3月14日前完成上述工作并披露重组预案。 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公司股票

将及时复牌交易。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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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850,016.23 773,581,727.74 11.5396

营业利润 62,594,592.02 74,435,678.68 -15.9078

利润总额 67,382,003.15 78,619,388.43 -14.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56,503.85 67,838,342.53 -14.5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 0.75 -78.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9 19.82 -11.03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00,310,802.15 699,718,600.63 28.6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728,725,298.07 366,979,519.13 98.5738

股本 360,000,000.00 90,000,000.00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0242 4.0776 -50.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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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贯彻落实2015年度各项经营计划，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全力、

有序地推进各项业务发展。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86,285.00万元，同比增长11.5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795.65万元，同比下降14.57%。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

是2015年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下滑影响产品销售毛利。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72,872.53万元，较报告期初36,697.95

万元增加98.57%，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增加净资产所致。

报告期末股本36,000.00万元，较报告期初9,000.00万元增加30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产2.02元，较报告期初4.08元减少50.36%；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0.16元，

较上年同期0.75元下降78.67%，主要系本期首次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增加股本及公司

实施2015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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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幅度为-15%至15%。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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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6-2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简称：中银绒业，

股票代码：000982，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16年2月25日、2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核实情况说明如

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除

公司已经发布的股票复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外，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其他重大

事项；

3、 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均没有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

票复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议案，并于 2016年2月25日披露了“2016-23� 宁夏

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 等相关公

告；详细内容请见 2016年2月25日公司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文中“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第 6�条涉及的

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

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目前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请广大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2016年2月25日披露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的公告》中的“重大事项风险提示” ，

提示如下：

1、盛大游戏股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截至目前，盛大游戏的股东暂未就盛大游戏后续资本运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虽然控

股股东中绒集团已承诺优先将其持有的盛大游戏权益置入本公司，并表示会积极与其他股

东沟通协商， 但仍然存在中绒集团与各股东无法就盛大游戏资本运作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将盛大游戏境内外资产整体置入本公司的计划无法实施的可能性。

2、上市公司被立案调查

本公司于2015年1月2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截至目前尚处于立

案调查阶段，公司尚未收到调查结果。如果公司的立案调查事项没有结案，公司将无法进行

再融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资本运作，将对公司筹划的涉及盛大游戏的重大事项造成负

面影响甚至导致前述事项终止。 如果公司立案事项结案且相关主体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该行政处罚事项有可能使得公司一定期限内不具备相关资本运作的条件，也有可能对

公司筹划的涉及盛大游戏的重大事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前述事项终止。

3、公司实际控制人马生国先生被刑事立案、相关合伙企业份额被冻结事项

银川市公安局对中绒集团实际控制人马生国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并冻结了马生国

通过中绒集团分别持有的宁夏中绒文化产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宁夏中绒圣达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中绒传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丝路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 目前，立案事项正在调查中，尚未结案。 前述立案事

项，如果导致中绒集团及其控制的持有盛大游戏权益的四个合伙企业等相关方被公安机关

刑事处罚，有可能对公司筹划的涉及盛大游戏的重大事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前述事项

终止。

4、与上海砾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的禁制令、仲裁事项

盛大游戏母公司Capitalhold� limited原定于2015年12月29日在宁夏银川国际交流中

心举行特殊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 “特殊股东大会” ）， 拟审议、 批准2015年12月20日

Capitalhold� limited所订立的合并协议及计划书（以下简称“合并协议” ）。 根据合并协

议，中绒集团控制的四个香港平台公司与亿利盛达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正骏投资控

股（香港）有限公司（前述六方合计持股57%，占表决权比例83.67%）拟对盛大游戏采取新

的合并交易，以推进盛大游戏后续资本运作事项的进展。

鉴于Capitalhold� limited三位股东东方弘泰(香港)有限公司、东方弘智(香港)有限公

司及浩鼎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砾系三家SPV” ）的共同关联方上海砾游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砾游” ），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申请禁止中绒集团致使或

容许中绒圣达投资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或中绒投资控股 (香港) 有限公司在Capitalhold�

limited于2015年12月29日召开的特殊股东大会上投票支持合并事项。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

等法院已向中绒集团、中绒圣达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绒投资控股（香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夏三方” ）发出禁制令，要求宁夏三方于2016年1月8日出庭参加聆讯（备

注：根据中绒集团的说明，聆讯延期至2016年3月31日），并在此日期前暂停进行任何与合

并相关的活动 （包括召开股东大会授权、 批准或接纳合并协议）。 2015年12月29日，

Capitalhold� limited特别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对合并事项进行延期。

此外， 上海砾游已于2015年12月24日就前述合并事项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了仲

裁申请，宁夏三方已收到仲裁通知书，聘请律师参与仲裁事项。

控股股东中绒集团与上海砾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的禁制令、 仲裁事项尚在进行

中，有可能对公司筹划的涉及盛大游戏的重大事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前述事项终止。

5、中绒集团涉及盛大游戏私有化份额的境内诉讼事项

公司于2015年12月21日和12月30日披露了控股股东中绒集团与上海颢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盛大游戏私有化份额的民事诉讼案案件中止审理的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

“2015-135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公

告” 和“2015-138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 2015年12月23

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中绒集团与宁夏晓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盛大游戏

私有化份额的民事诉讼案（详见公司“2015-136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

股股东涉诉事项的公告” ）。 2016年1月21日公司披露了控股股东中绒集团与上海涌川投

资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耿群英、耿国华、杨忠义、杨成社五位投资人关于盛大游戏私有化

份额的民事诉讼案（详见公司“2016-09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涉

诉事项的公告” ）。目前法院尚未对上述案件进行审理与判决，中绒集团已委托律师对相关

诉讼涉及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核实。前述诉讼事项结果有可能会对公司筹划的涉及

盛大游戏的重大事项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前述事项终止。

除此以外，还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

存。 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

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本次复

牌暨复牌后继续推进重大事项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

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股票的价格波动是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为此，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识，

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本公司一方面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最终目标；另

一方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本公司将严格按照

《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及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19

证券简称：麦趣尔 公告编码：

2016-008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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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112,080.66 321,362,528.64 60.91%

营业利润 80,009,113.68 44,042,928.93 81.66%

利润总额 91,444,295.59 46,459,318.04 9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8,682,575.42 41,434,045.71 89.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 0.46 56.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85% 6.75% 2.1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426,803,782.57 791,043,127.28 8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1,128,963,238.67 648,486,203.25 74.09%

股本 108,722,161 91,600,000 1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元）

10.38 7.08 46.61%

注： 1、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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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7,112,080.6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91%；营业利

润80,009,113.6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66%；利润总额91,444,295.59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96.8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8,682,575.4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9.90%。2015

年度，由于收购浙江新美心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合并其财务数据，使公司各项财务数据及指

标大幅增加。

2、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426,803,782.57元，比年初增长80.3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128,963,238.67元，比年初增长74.09%。 主要系报告期内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本及资本公积的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于2016年2月2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麦趣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2016-007）， 公告中的预计业绩为：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215.11万元—7,872.4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至

9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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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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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趣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58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

2016-010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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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354,744.32 741,430,341.96 35.19%

营业利润 290,118,952.79 222,721,008.92 30.26%

利润总额 306,090,843.17 232,662,878.14 3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62,927,492.10 198,841,128.7 32.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33 3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8.02% 15.80% 2.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813,191,151.07 1,622,959,872.62 1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1,573,116,105.13 1,351,461,127.32 16.40%

股 本 604,880,320.00 274,945,600.00 1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2.60 2.24 16.07%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2014年度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每股

净资产均按最新股本折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02,354,744.3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19%；利润总

额 306,090,843.17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1.56%；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927,

492.1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2.23%。

2015年度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

（1）报告期内，国家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监测行业的市场空间不断扩大，

同时公司继续深入拓展市场，积极布局销售网络，增加新产品的推广力度，实现了合同金额

和销售收入的较快增长。

（2）公司对外投资初见成效，投资收益对公司业绩的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

（3）本年度为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的第二期，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年度提

取奖励基金的计算公式为：

奖励基金S2=E2*[5%+（R2-20%）*10%]-应扣缴个人所得税额

E2:2015年提取奖励基金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E1:2014年度提取奖励基金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R2:�考核增长率=(E2-E1)/E1；

本次扣除奖励基金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非后的净利润为263,508,423.47元，按上

述计算公式计提的奖励基金约为15,178,085.19元（未扣缴个人所得税额），计提员工持股

计划奖励基金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计提奖励基金前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5,797,306.13元，较去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9,167,091.20元增长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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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迪龙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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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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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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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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067,987.45 2,866,067,735.38 10.85%

营业利润 605,311,150.99 649,302,422.53 -6.78%

利润总额 617,432,129.67 654,448,330.17 -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2,770,019.89 507,926,966.82 -4.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50 -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6% 13.71% -1.75%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5,769,692,081.75 5,449,149,348.59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212,431,690.09 3,899,189,481.06 8.03%

股本 1,014,000,000.00 1,014,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4.15 3.85 7.7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公司在全球宏观经济乏力的环境下,积极应对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领导层秉

承“精一至行，大道于心”的管理理念，专注产品的研发创新，不断深化产品结构，经营稳定

并保持了销售增长趋势，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31.7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85%；利

润总额6.1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4.83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95%；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同时公司加大对新产品研发的投

入，管理费用较上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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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5年预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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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