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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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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2月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公司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吴礼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

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鉴于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先创电子” ）、沪照能源（昆山）科技有限公司（下

称“沪照能源” ）、新士电子私人有限公司（WUS� Printed� Circuit（Singapore）Pte.,Ltd，

下称“新士电子” ）均为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楠梓电子” ）直接或间接持有100%

股权的子公司或孙公司，且楠梓电子的全资子公司沪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持股比例为13.23%），故本公司（下文如无特别说明均包含全资子公司、孙公司）与

楠梓电子、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新士电子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沪士国际有限公司与楠梓电子签订的产品销售合同，预计2016年

分销金额不超过4,800万元人民币；向其销售产品、设备的金额不超过5万元人民币。

同意公司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 商品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在2016年继续有效， 预计

2016年本公司向其销售产品、商品的金额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同意本公司通过零星订

单的方式，以市场价格向先创电子采购部分原物料等，预计2016年本公司向其采购金额不

超过1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与先创电子签订的房租租赁协

议，预计2016年本公司向先创电子收取的租金不超过50万元人民币。

同意本公司通过零星订单的方式，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定制LED灯具等部分工程物

资，预计2016年本公司向其采购金额不超过50万元；同意本公司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销

售产品、商品，预计2016年本公司向其销售产品、商品的金额不超过15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与新士电子签订的营销和服务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预计2016年本公司支付其佣金不超560万元人民币。

关联董事林明彦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意见， 详见2016年2月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

可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专项意见》。《公司关于201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2016年2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苏州银行昆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沪利微电有限公司向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申请

折合人民币壹亿元整综合授信额度，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存货资产预计需计提3,481.49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详见2016年2月29日巨潮资讯网《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详见2016年2月29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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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含全资子公司、孙公司）预计2016年度将与关联方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楠梓电

子” ）、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先创电子” ）、沪照能源（昆山）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沪照能源” ）、 新士电子私人有限公司 （WUS� Printed� Circuit（Singapore）Pte.,Ltd.

（下称“新士电子” ）发生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商品以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等日常关联交易。 2015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6,211.59万元

（未经审计），预计2016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7,125万元。

2016年2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其中公司关联董事林明彦先生回避表决。

因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该事项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201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2015年1-12月实际发生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

约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成品、工程物

资

楠梓电子 4,800.00 4,218.33 2.16%

向关联人出售产品、设备 楠梓电子 5.00 3.07 0.02%

小计 4,805.00 4,221.40 -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先创电子 1,500.00 1,210.72 0.37%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先创电子 50.00 44.96 54.41%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成品、设备 先创电子 10.00 8.67 0.004%

小计 1,560.00 1,264.35 -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新士电子 560.00 504.27 5.36%

小计 560.00 504.27 -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沪照能源 - 3.83 4.6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沪照能源 150.00 121.89 0.04%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工程物资 沪照能源 50.00 95.85 0.05%

小计 200.00 221.57 -

合计 7,125.00 6,211.59 -

（三）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

发生额（未经审计）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产成品、工程物资 楠梓电子 703.93

小计 703.9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先创电子 28.32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先创电子 7.25

小计 35.5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新士电子 31.84

小计 31.84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沪照能源 7.12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工程物资 沪照能源 1.20

小计 8.32

合计 779.66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楠梓电子

楠梓电子成立于1978年5月，并于1991年2月5日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注册地址

为中国台湾地区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区开发路37号，公司董事长为徐汉忠。 主营业务为各

种印刷电路板之制造、加工、组装及销售。

截至2015年9月30日，楠梓电子实收资本为新台币3,919,206千元，合并总资产为新台

币15,648,879千元，合并净资产为新台币10,833,275千元；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合并营业

收入新台币4,783,028千元，实现合并净利润新台币4,959,280千元。 2015年9月30日新台

币对人民币汇率现金买入价为5.081:1；现金卖出价为5.243:1(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勤业众信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台湾地区台湾银行)。

2、先创电子

先创电子系经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昆经开资（2000）字第233号文

批准，于2000年5月在江苏昆山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该公司住所为江苏省昆山综合保税区

楠梓路333号，公司法人代表为林明彦，经营范围为：电脑、电子、通讯产品之周边设备的组

装（国家限制生产加工的产品除外）；线路板的后制程加工、包装；LED灯等照明器械及装置

的设计及组装；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先创电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2,250万美元，总资产为61,

552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44,140万元人民币；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431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为862万元人民币（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沪照能源

沪照能源成立于2013年5月17日，工商注册地址为昆山开发区澄湖路218号2号房，公司

法人代表为林明彦。 公司经营范围：光电照明器件及节能芯片、电源模块等光电应用产品组

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光电产品相关技术的咨询与服务；电子元器件和电子产品的销售；

车用控制系统等零组件的组装；数字移动通信信号放大器的生产及销售；无线局域网信号

放大器的生产与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禁止

经营的除外。

截至2015年9月30日，沪照能源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2,600万元人民币，总资产为

4,338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为3,826万元人民币；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149万元

人民币，净利润为651万元人民币（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新士电子

新 士 电 子 于 1998 年 在 新 加 坡 设 立 ， 住 所 为 2� Corporation� Road� #07-05�

Corporation� Place� Singapore� 618494，公司董事长为陈志康。 该公司成立后曾一度从事

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后由于经营情况不佳，于2001年起不再从事印刷电路板的制造业务，而

转型专注于印刷电路板的销售和工程服务业务。

截至2015年9月30日新士电子注册资本为2,642万美元，总资产为276万美元，净资产

为272万美元；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7万美元， 净利润为47万美元，2015年9月30

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1：6.3613（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货

币网）。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新士电子均系楠梓电子直接或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子公司或孙

公司，楠梓电子之全资子公司沪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221,555,421股,持股

比例为13.23%。 上述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四款“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一致行动人”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为依法注册成立，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楠梓电子作为

公众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多年，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主要财务指

标和经营情况亦相对稳定，以往交易均能按照协议履约。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基于我公司客户需求，经协商，楠梓电子将其生产的部分产品交由公司注册于香港

的全资子公司沪士国际有限公司（下称“沪士国际” ）分销，按市场定价，付款天数为货物运

交客户之日起T/T90天。

2、先创电子在经营其主营业务电脑、电子、通信产品之周边设备的组装业务时，需要采

购部分印制电路板产品作为其原材料。 2005年7月，公司与先创电子签署了关联交易协议：

约定公司与先创电子发生的关联销售按市场其他非关联方销售同等对待，采用公司预计生

产成本加成10%定价，销售收款天数为T/T60�天，合同长期有效。另外先创电子采取订单的

形式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黄石沪士电子有限公司采购部分印制电路板产品，并以市场价格计

价。

同时由于先创电子是位于综合保税区的企业，其部分国内供应商没有进出口权，根据

相关规定：综合保税区企业只有向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采购国产原材料、包装物料等，

方可办理报关手续。 为此先创电子以市场价格向具有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资格

的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昆山易惠贸易有限公司采购部分原物料。

2011年公司收购了昆山先创利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先创利” ）100%股权，主要用作

生活配套。 因公司以及先创利的部分职工宿舍用房暂时闲置，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2016年

公司以及先创利分别与先创电子按照市场价格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租期三年，租金按季

度支付，按照不同房型，每月租金分别为：60元/人、905元/套、1428元/套。

3、因公司厂区建设及维护需要，公司根据施工进展，通过零星订单的方式，以市场价格

向沪照能源定制了LED灯具等部分工程物资。 另外，公司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销售少量

产品、商品。

4、2015年，我公司与新士电子续签了营销和服务协议，约定由新士电子为公司部分产

品在东南亚地区提供代理销售服务，并负责市场开发和客户维护责任；佣金比例为销售金

额的1.5%-5%，合同有效期两年。 公司同期支付给其他非关联专业代理商的代理费，视其提

供的服务不同为销售金额的2%-5%。 新士电子的代理费用是在上述条件基础上，根据代理

责任、客户关系等确定。

本公司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信的原则，选择合作方，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沪士国际与楠梓电子的产品销售合同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以及先创利与先创电子签订的房租租赁协议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与先创电子的其他关联交易协议已经公司首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0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在2016年继续有

效。

公司与新士电子签订的营销和服务协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协议的主要内容参见上文。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分销楠梓电子部分产品，完全基于客户需求，根据客户订单，并按照市场定价。

2、向先创电子销售产品、商品属于公司正常的销售活动，向先创电子出租房屋是为了

提高资产使用效率。

3、 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定制LED灯具等部分工程物资出于公司厂区建设及维护需

要；以市场价格向沪照能源销售少量产品、商品属于公司正常的销售活动。

4、 向新士电子支付佣金亦系出于本公司在东南亚地区为客户提供良好销售服务的需

要。

5、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的， 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

据，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除绝对金额较小的房屋租赁

业务外，本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未对本公司

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慎审核，认为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发生，以市场价

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

面独立。 除绝对金额较小的房屋租赁业务外，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

类交易金额的比例低，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前认可意见及专项意见；

3、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5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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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类别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77,136,295 3,291,794,942 2.59%

营业利润 -34,508,010 -27,004,025 -27.79%

利润总额 17,272,771 -4,710,798 46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37,976 -12,109,197 14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33 -0.0072 14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0.37% 0.5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438,804,969 5,446,962,106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3,227,799,977 3,222,155,959 0.18%

股本 1,674,159,763 1,674,159,76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93 1.92 0.52%

注：上表中除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年比上年增减幅度按差额计算外，其余均按照

(本报告期数据-上年同期数据)/(上年同期数据的绝对值)的方式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昆山新厂、湖北黄石新厂先后投产，并完成了与生产相关的昆山老厂搬

迁工作。 但因受全球PCB市场短期需求影响，公司新增产能尚未能有效释放，2015年度公司

营业总收入较2014年同比仅微幅增长2.59%。 面对人工、折旧费用大幅增加的挑战，公司对

外全力推进客户认证工作，积极开拓新客户，并加强与客户的研发合作，提高客户合作深

度；对内进一步强化管理，提升良品率，优化产品结构，并以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创新及管理

水平提升带动成本循环改善， 公司2015年下半年经营情况较2015年上半年已出现明显好

转，会同2015年度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搬迁补偿以及其他政府补助，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

与2014年度相比扭亏为盈。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5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5年度公司扭

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1,000万元至4,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3.80万元，与前

次业绩预计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作出该业绩预计时未充分考虑存货跌价准备，对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足，现已依照谨慎性原则进行调整。

公司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详细情况参见于2016年2月29日披露的《关于2015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数据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工作，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2、本次披露的公司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是根据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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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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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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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6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6年2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召开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沪士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2015年度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月

31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

息。 因此，监事会对该事项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刊登于2016年2月29日的《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63

证券简称：沪电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7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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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该事项亦经于同日召开的第

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公允反映公司2015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 公司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对截止2015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经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其中公司存货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预

计需计提3,481.49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为

287.51%。

公司2015年度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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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作了合理性的说明。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6年1月5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2015年度公司扭

亏为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盈利1,000万元至4,000万元。 公司在作

出该业绩预告时未充分考虑存货跌价准备，对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足，现已依照谨慎性原

则进行调整。 按照预计计提公司2015年度存货跌价准备3,481.49万元，预计将相应减少了

公司2015年度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23.86万元，导致报告期末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减少2,923.86万元，将影响公司在该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范围。

公司于2106年2月29日发布的《2015年度业绩快报》中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53.80万元。公司董事会对业绩数据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工作，以防止类似情况

的发生。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据、数额和原因说明

公司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政策为：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计量。 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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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据

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存货按单个存货项目

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上述政策，公司2015年度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可变现净值 预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存货 57,992.26 54,510.77 3,481.49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2015年度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

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

会计信息。 因此，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2015年度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月31

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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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该事项无异议。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2015年度预计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2015年12月31日

合并财务状况以及2015年度的合并经营成果， 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

因此，监事会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专项意见

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24

证券简称：光正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0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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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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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04,464.17 626,305,185.71 -11.66

营业利润 6,110,971.12 -72,723,661.52 108.40

利润总额 34,635,570.21 -64,005,610.38 15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870,787.75 -87,657,169.76 110.1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17 1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10.87% 12.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42,726,634.14 2,037,067,295.17 -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783,847,153.93 766,776,712.94 2.23

股本 503,332,800.00 503,332,8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56 1.52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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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5,330.45万元，同比减少7,300.07万元，下降11.6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7.08万元，同比上涨110.12%。 主要系（1）钢结构板

块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新疆特殊区域形势影响，2015年订单、产量较以往年度大幅度降

低；公司在2015年度实施钢结构业务紧缩战略，减少或不再承接资金占用周期较长、利润

率较差、 客户资信较差的订单， 因此钢结构业务收入较上年大幅下降， 利润率有所提升；

（2）为盘活公司资产，集中资源发展优势，公司将一区的钢结构厂房、设备及土地使用权进

行出让；并将持有的上海冠顶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对外转让，对利润有所影响。 （3）为

加速资金周转，保障经营资金需要，实现降低应收账款余额，公司办理了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极大地降低了坏账准备。 （4）能源板块已走向正规，前期的市场培育已逐渐收到成效，

利润回报有所上升；

2.变动幅度 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较上期增加7,883.46万元，上涨108.40%，主要系本期能源板块已走向

正规，前期的市场培育已逐渐收到成效，利润回报有所上升，且新收购项目收益开始显现。

（2）利润总额较上期增加9,864.12万元，上涨154.11%，主要系①公司能源板块已走

向正规，前期的市场培育已逐渐收到成效，利润回报有所上升，且新收购项目收益开始显

现；②公司处置部分资产、股权增加了非经营性收益；③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降低

了资产减值损失。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期增加9,652.80万元，上涨110.12%，主要系公

司能源板块已走向正规，前期的市场培育已逐渐收到成效，利润回报有所上升，且公司采取

的处置股权、资产、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降低了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了非经营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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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

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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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75

证券简称： 东方网络 公告编号：

2016-05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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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609,584.24 242,838,734.70 66.20

营业利润 62,720,546.33 23,759,198.22 163.98

利润总额 72,995,202.01 24,801,884.34 19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915,575.32 21,738,599.28 143.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3 0.10 1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8% 3.17% 3.2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004,683,086.53 1,119,018,699.92 7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855,698,111.90 802,782,536.58 6.59

股 本 230,565,838.00 144,103,649.00 6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71 5.57 -33.39

注：(1)表内数据均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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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3,609,584.24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6.20%； 实现营业利润62,720,546.3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63.98%；实现利

润总额72,995,202.0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4.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2,915,575.3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43.4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文化传媒业务增长。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2,004,683,086.53元，较年初上升79.1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855,698,111.90元，较年初上升6.59%。 财务状况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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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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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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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60

证券简称：德奥通航 公告编号：

2016-027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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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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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425,778.81 691,044,808.15 -5.3

营业利润 -27,711,967.23 7,952,838.36 -448.45

利润总额 -26,755,162.30 42,883,557.01 -16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654,470.06 31,810,900.48 -168.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12 -1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0% 9.37% 下降15.7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861,468,510.86 692,661,050.85 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327,565,788.44 353,530,948.61 -7.34

股 本 265,200,000.00 156,000,000.00 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1.2352 2.2662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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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425,778.81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实现营业利

润-27,711,967.2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48.45%，实现利润总额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62.39%、168.07%，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1、营业收入减少

相应引起毛利总额减少；2、通航业务板块发生的管理费用增加；3、通航业务板块取得新兴

产业财政奖励支持减少。

截止到2015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861,468,510.86元，较上年末增长2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27,565,788.44元， 较上年末下降7.34%； 股本265,

200,000.00元，较上年末增长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2352元，较上年

末下降45.50%；主要原因是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因此,相应的股

本增加，同时净利润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166.67%，主要原因是净利润下降所

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5年10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为亏损1,000.00-2,200.00万元(具体见公司2015-083号《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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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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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奥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133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2016)01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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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203,281.29 1,683,490,787.58 -1.03%

营业利润 -68,185,856.15 192,666,290.06 -135.39%

利润总额 -68,881,411.73 207,422,354.59 -13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98,957.11 131,296,377.32 -14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21 -138.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1% 6.11% -8.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8,723,547,006.78 8,561,668,868.33 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731,025,035.27 2,851,855,526.38 -4.24%

股 本 774,144,175.00 774,144,175.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53 3.68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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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6,620.3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3%，营业利润-6,

818.59万元、利润总额-6,888.14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89.90万元，较上

年同期分别减少135.39％、133.21％和144.86％。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有：受项目开发进度及整体市场环境的影响，本报告期新交付

房源的毛利率有所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各项资产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872,354.70万元，较期初增加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73,102.50万元，较期初减少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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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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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B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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