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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6-00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6年2月23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兼总经理王巍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6-008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公司

2015

年资产减值准

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31日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重新进行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确定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入2015年度的应计提减值准备的总金额为21,910.71

万元，此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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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为21,910.71万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21,910.71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21,797.51万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的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资产名

称

账面价

值

资产可回收

金额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算过

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依据

本期计提

数额

本期转

销额

计提原因

应收账

款

28,

175.91

24,748.41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项

及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项及单

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1,477.62 205.63

按 账 龄 分

析 法 计 提

坏账准备

其他应

收款

7,

447.03

6,282.84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按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项

及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项及单

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

项计提坏账准备

901.75 1.29

按 账 龄 分

析 法 计 提

坏账准备

存货

38,

317.00

15,626.66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

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

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

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

工的材料存货，以所生产的

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

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

变现净值。 资产负债表日，

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

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

在合同价格的，应当分别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相

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

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或转回的金额。

按单个存货项目 （或

存货类别）计提，与在

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

的产品系列相关、具

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

途或目的， 且难以与

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

存货， 合并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

16,313.51

1,

640.26

部 分 在 产

品 项 目 成

本高 于 其

可变 现 净

值

固定资

产

35,

352.91

32,719.07

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

减值测试, 如存在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 将按照其差额

计提减值准备

2,633.83 -

可 收 回 金

额 低 于 资

产组 账 面

价值

无形资

产

5,177.36 4,593.36

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按该项资产可收回金

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584.00 -

可 收 回 金

额 低 于 资

产组 账 面

价值

小计

114,

470.21

83,970.34 21,910.71

1,

847.18

单位：万元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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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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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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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3、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6-009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2月

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6年2月23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公司

监事王向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张浩义先生及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徐波先生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

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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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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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6-010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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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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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13,750.36 630,383,386.14 -48.87%

营业利润 -296,788,187.63 -20,804,995.51 -1,326.52%

利润总额 -311,040,740.63 12,090,986.37 -2,67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9,789,553.72 26,299,646.35 -1,27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 0.12 -7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3% 5.10% -27.8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50,719,892.52 1,749,884,355.90 -2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226,459,607.59 1,519,004,899.48 -19.26%

股 本 388,689,351.00 388,689,35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16 3.91 -19.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营业利润-296,788,187.63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326.52%； 利润总额-311,040,

740.6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672.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789,553.72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1,277.92%。 2015年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48.87%，主要是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合同订单不足导致收入下

降。

2、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1,843.46%，主要是公司受市场延续需求大幅下滑和行

业竞争激烈的影响，导致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本期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重新进行了减值测试，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3、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336.33%，主要是本期公司应收账款进行债务重组和客户扣

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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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

告不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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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公告编号：

2016-010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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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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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存在差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6,487,718,480.70 7,018,481,146.25 -7.56%

营业利润 -272,114,498.86 39,952,399.91 -781.10%

利润总额 -332,657,771.96 58,088,601.88 -67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7,372,558.11 36,693,527.47 -1155.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2 0.07 -11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1% 3.48% -47.49%

2015年末 2014年末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3,528,099,471.29 3,685,910,847.63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686,569,140.39 1,073,941,698.50 -36.07%

股 本 541,501,975.00 541,501,975.00 0.00%

每股净资产（元） 1.27 1.98 -35.86%

备注：

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指标均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填

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8,771.85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56%，主要受宏观经济疲软，行

业景气度低迷以及电商冲击、关店等影响。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737.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55.70%，主要源

于营业额下滑、人工等费用上升、关闭部分亏损严重门店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本着务实的精神，经认真

分析、研究，对扭亏无望的门店果断关闭，以期未来的健康发展，使得费用增加、亏损加大。

2、2015年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8,656.91万元， 比2014年期末的107,394.17万

元下降36.07%，主要由于报告期亏损所致。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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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6-012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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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4,497.63 149,799.55 -3.54

营业利润 1,561.07 12,121.67 -87.12

利润总额 2,232.61 12,042.94 -8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9.62 13,790.05 -86.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3 0.19 -84.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5.33% -4.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67,688.49 629,815.50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1,571.75 263,252.82 -0.64

股本 73,741.62 73,741.62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5 3.57 -0.56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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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利润较2014年度出现大幅下滑，主要系2015年公司承接的多为毛利率相对偏

低的中小型项目，同时2015年未收回的工程款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公司预计2015年度实现

营业总收入144,497.63万元，利润总额2,232.6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9.62万元，分

别较上年同期下降3.54%，81.46%，86.44%。

2、变动幅度30%以上项目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2015年营业利润较2014年下降87.12%、利润总额下降81.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

86.44%、基本每股收益下降84.21%，变动原因主要系2015年项目收入减少、毛利率下降以及未收收款工

程款按账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导致公司整体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进行了预计：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在70％-95％之间。 内容详见 2015年10月30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三季报预计的全年经营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维刚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邱小玲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杨家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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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小青先生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7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

2016-010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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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0,968,702.23 5,236,937,672.47 -0.30

营业利润 -16,131,143.02 -81,945,231.01 80.31

利润总额 20,877,217.71 -47,209,058.57 14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21,864.60 -56,362,382.51 12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16 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6.72% 8.59

本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3,734,605,169.65 3,408,510,632.02 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855,842,260.23 806,371,964.28 6.13

总股本 356,928,000.00 274,560,000.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40 2.98 -19.5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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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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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总收入522,096.87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0.30%；实现营业利润-1,613.1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0.3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汽车销售毛利有所改善；汽车金融服务利润有所提

升； 报告期内加强精细化管理， 期间费用有所控制。 实现利润总额2,087.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44.2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2.19万元，比上年同期提升128.25%,主要原因是公

司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汽车销售毛利有所改善， 汽车金融服务利润逐步提升以及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

益提升所致。

2、基本每股收益提升125%，主要原因是当期扭亏为盈所致。

3、股本增加30%，主要原因系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股）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下降，主要原因是因公司于报告期内实施了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对外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为800万元-15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中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92.19万元，较2015年第三季度中预计业绩提高6.15%，与前次业绩预计基本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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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

2016-010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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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850,777.94 855,278,185.61 -5.19%

营业利润 -39,045,201.95 26,636,363.75 -246.59%

利润总额 -33,935,847.30 25,934,555.87 -23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87,251.05 18,393,285.86 -31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86 0.0650 -31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2.30% 下降7.37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955,104,861.72 1,057,976,054.24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748,200,282.56 801,527,533.61 -6.65%

股 本 282,800,000.00 141,400,000.00 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2.6457 5.6685 -53.33%

注：以上为合并报表数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去年同期减少5.19%，三项费用合计同比去年同期增长20.89%，营业

利润同比下降246.59%，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30.85%，净利润同比下降313.05%。

首次出现年度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受消费环境和行业竞争的影响，公司业务调整和拓展未达预期，

报告期内冷冻产品的销量和售价均有所下降，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明显；同时，公司

在鱼极产品和休闲食品的商超铺货和品牌推广上投入较大，致使市场费用、商超费用等同比增加较多。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发布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300万元至-3,500万元，本业绩快报与前次业绩预计修正公告披露的数据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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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11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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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192,694.29 686,015,247.76 1.78%

营业利润 74,315,049.67 117,310,383.02 -36.65%

利润总额 92,013,347.08 123,620,870.92 -2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024,429.13 101,209,401.28 -27.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 0.05 -2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4.11% -1.5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182,461,514.67 5,049,501,170.63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02,557,841.85 2,859,896,650.53 1.49%

股本 1,978,719,849.00 1,522,092,192.00 3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47 1.88 -21.9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9,819.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8%；实现利润总额9,201.33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02.4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85%。

公司本报告期主营业务利润较前期有较大增长，本期核电业务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公司在报告期

内并购了子公司浙江格睿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同时，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公司前几年水电设备

承接订单量不理想，导致本期水电设备排产量和营业收入下降；公司本期转让持有的梦响强音文化传播

（上海）有限公司之股权，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将该长期股权投资的转让价格和其账面

价值的差额计入本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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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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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60

证券简称

:

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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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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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290,980,461.82 798,571,397.58 61.66%

营业利润 73,988,067.26 83,767,659.27 -11.67%

利润总额 77,233,905.45 85,463,010.53 -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524,193.81 46,882,714.73 2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3 0.34 26.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8% 3.42% 0.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332,585,084.55 1,967,176,956.33 1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456,267,661.55 1,388,632,642.19 4.87%

股本 142,727,117.00 139,803,117.00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0.2 9.93 2.72%

注：上述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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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29,098.05万元，同比增长61.66%，实现营业利

润7,398.81万元，同比下降11.67%，实现利润总额7,723.39万元，同比下降9.6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6,052.42万元，同比增长29.10%。

2015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61.66%，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9.10%，主要原因

为受2015年国家电力建设的大力推进， 母公司产品订单量有较大增加， 从而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增长较

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文号：2016-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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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相比变动幅度为10.00%至40.00%。

公司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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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6-2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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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011,236.22 3,002,783,511.22 7.13

营业利润 123,011,839.88 103,121,294.88 19.29

利润总额 148,989,857.90 109,489,601.74 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1,320,933.51 92,016,774.95 2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8 0.14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5.73% -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542,748,582.08 8,423,742,626.71 48.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09,055,719.24 2,298,834,164.61 4.79

股本 725,000,000.00 362,5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3.32 3.17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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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光伏产业形势有所好转，市场稳步扩大。

受此影响，2015年度公司光伏制造板块稳健发展，收入、价格等因素稳定。光伏发电板块继续保持快

速的发展势头，报告期内实现电力销售收入4.0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9%，转型成果逐步显现。 本

期营业总收入较上期同比增加7.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20.98%，总资产同比增加

48.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加4.73%，财务状况良好。

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项目主要如下：

单位：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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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85

证券简称：希努尔 公告编号：

2016-018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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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6年2月28日在公司三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6年2月25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以现场会议的方

式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现场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邬铁基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

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

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的一次股东大

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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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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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2月28日在公司

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6年2月25日以邮件加电话确认的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以现场会议加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7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4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董事3人。 会议由董

事长陈玉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会计政策等有关规定，基于谨慎原则，公司于2015年末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回收的可能性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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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2015年度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共3,439.76万元（不包括已经公司2015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已计提的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2,818.93万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最近的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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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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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

司会计政策等有关规定，基于谨慎原则，公司于2015年末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等资产

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回收的可能性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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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经公司对2015年末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范围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根据内部及外

部信息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资产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其账面价值将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可收回金额是指资产（或资产组、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经过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公司2015年度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共3,439.76万元（不

包括已经公司2015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已计提的其他应收款的坏

账准备2,818.93万元），其构成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占2014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比例（绝对值）

转回 转销

一、坏账准备 4,226.32 3,193.57 1,128.91 6,290.98 68.55%

其中：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096.64 3,197.40 1,110.51 6,183.54 68.6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29.68 -3.84 18.40 107.44 -0.08%

二、存货跌价准备 405.32 246.20 260.24 391.28 5.28%

合 计 4,631.64 3,439.76 1,389.15 6,682.25 73.83%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可回收金额

可回收金额计

算过程

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依据

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款项是否

由关联交

易产生

应收账

款

50,282.34 47,084.94 账龄分析法

以应收款项的账

龄为基础确定

3,197.40

根据信用风险特

征组合计提坏账

准备

否?

二、公司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核意见：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独立意见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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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实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项。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会使2015年公司股东合并净利润减少3439.76万元，公司股东所有者

权益减少3439.76万元，本数据为财务部门预计数据，具体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数据为准。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真实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公司的资产价值

会计信息将更加真实、可靠、合理。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已就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并就有关内容做出充分的说明，作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我们查阅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审查，我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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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能更

公允的反映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合理性说明。

特此公告。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