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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普顿” 、“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86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 万股。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 1,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4.33 元 / 股。

康普顿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发行“康普顿” A 股 1,000 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8,

551,571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52,090,217,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19746%。 配号总数为 52,090,217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

000-100,052,090,21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5,209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50%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31942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

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4.33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2016 年 3 月 23 日（T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16 年

3 月 23 日（T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 9:

30-11:30，13:00-15:00。

2、主承销商对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一申购价

格上按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

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

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

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 1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6 年 3 月 25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

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

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

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4 日

青岛康普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注：本回执请在填妥及签署后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本行董监事会办公室。

自然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

持股数：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日期：

关于召开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行董事会

决定于2016年5月10日（星期二）在青岛召开本

行2015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2016年5月10日上午9:00

开始，预计会期半天

（三）会议地点：青岛银行（青岛市市南区

香港中路68号）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投票表决

二、会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普通决议案

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3.《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4.《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5. 关于聘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境内外审计师及其报酬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孙国梁先生担任青岛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监事的议案

7.《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关联

交易专项报告》

特别决议案

8.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9.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二）通报事项：

1.《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

会及董事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2.《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

履职情况评价报告》

以上会议相关文件备置于本行董监事会办

公室。 为保证股东充分了解会议事项，行使相关

股东权利，敬请各位股东查阅上述材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行将于2016年4月10日至2016年5

月10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以确定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

的股东范围。 至2016年4月10日止，名列在本行

股东名册的内资股股东以及在香港中央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H股股东名册的H股股东，有权出席

本次会议；

（二）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有权委托一位

或者一位以上的股东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三）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行聘任的中介机构代表及邀请的

嘉宾。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出席会议

的股东需提前办理会议登记，具体办法如下：

（一）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持股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请见附件2）、授权

委托书（样本请见附件3）和代理人的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代理人持委托人及

受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人持股

凭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样本请见附件

3）办理登记手续。

（二）登记时间

2016年5月6日上午8:30至11:30， 下午1:

30至5:00

� � （三）登记地点

青岛银行（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8号）十

二楼

五、其他事项

（一）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内资股股东请

填妥及签署回执（附件1），并于2016年4月20日

（星期三）或之前以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

达本行董监事会办公室。H股股东递交方式另行

公告。

（二）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68号

邮政编码：266071

� � 联系人：王先生，吕女士

联系电话：0532-68602189/0532-85709728

传真：0532-85709725

� � （三）会议费用

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附件：

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

会回执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样本

)

3.

授权委托书（样本）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样本)

� � � � � � � � � 先生（女士），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

（盖章）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电话：

附件3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并对拟审议的议案行使表决

权（包括赞成、反对、弃权），投票指示如下：

序号 会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关于聘请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境内外审计师及其报酬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孙国梁先生担任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监事的议案

7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特别决议案

8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

关于《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的议案

注：

1.

上述会议事项，委托人在“赞成”、“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做出投票指示；

2.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除另有明确指示外，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股东大会上提出的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

/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所列之外的其他需决定事项按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放弃投票；

3.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4.

本授权委托书应于本次会议举行时间前

24

小时填妥、签署并通过专人、邮寄或传真等方式送达本行董监事会办公室。

委托人签名（盖章）：

（股东为自然人的，应由本人签名；股东为法人的，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

/

名称

: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

:

委托人持股数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600143� � � � � � �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18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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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23日接到公司第二大股东

宋子明先生的通知，宋子明先生于2015年4月24日至2015年4月29日收盘，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5,109,03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98%；2016年3月22日，宋子明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其所持

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7%.

本次减持 （2016年3月22日） 前， 宋子明先生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22,

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0%；本次减持后，宋子明先生共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192,6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3%.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亦不涉及披露权益变

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事项。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607� � � � � � � �股票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6-013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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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移动互联网在汽车领域的拓展，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近日芜湖

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甲方” ）与上海易点时空网络有限公司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现将协议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介绍

上海易点时空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点时空” 或乙方），一家依照中国法律设立

和存在的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为吴峰（原游久网联合创始人、总经理）和关勇（先后在腾

讯、YY任职，原YY全国销售与市场总经理）。 易点时空作为是一家国内著名的专注于移动

互联网尤其是汽车领域的移动互联网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与技术，旗下已有包括车

轮查违章、车轮考驾照和车轮社区等11款产品问世，用户数近2亿。 其中车轮考驾照，是国

内首个互联网学车平台，是一款专注于为学员提供从报名到领驾照的全方位驾考咨询和帮

助的手机软件，目前累计已帮助全国超过5000万的学员顺利拿到驾照。

二、协议签署目的

公司与易点时空秉承着良好的信任，基于双方长远发展战略上的考虑，甲乙双方决定

强强联合，共同携手，就互联网+驾校等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 双方均以优秀的企业理念与

专业性，本着“互惠、互利、稳定、恒久、高效、优质” 的合作精神，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

三、主要内容

1、包括互联网+驾校网络报名、百城百家主题互联网驾校、个性化设计培训、客户导

流、大数据分析与营销、技术协同、软件设计等方面以及未来的其他形式互联网+驾校相关

业务。结合公司面向全国的发展战略，双方分别利用各自的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共同开拓中

国驾培市场。

3、鉴于易点时空在互联网+驾校领域的模式创新和优秀的团队，结合公司在互联网+

和轻资产投资等战略，公司将参与易点时空的股权合作。 该项投资的具体投资细节双方将

另行协商与签署相关协议，并根据公司相关投资决策与审批流程进行。

四、本次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是双方开展互联网+驾校领域的战略性合作协议，具体内容由甲乙双方及其下

属子分公司负责各合作项目的实施，并按照具体合作协议予以执行。 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短期不会产生影响，但长期看,公司驾培业务有望通过互联网途径实现驾训业务

的增长，并会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带动汽车销售、驾训设备及其驾训车辆的融资租赁业务的

增长。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669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6]38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坚朗五金” ，股票代码为“00279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

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1.57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5,359 万股，其中新股发行数量为 4,436 万股，

老股转让数量为 923 万股 （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 12 个月锁定期的股票数量为 923 万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259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81%；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2,1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9.19%；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 1,366.60万股，其中老股转让 923 万股（即本次公开发行中设定 12 个月锁定期的股票数

量为 923万股），发行新股 443.6万股，占本次发行新股数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

99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新股数量的 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6年 3月 22日（T+2日）结束。

一、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39,738,947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857,169,086.79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185,053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3,991,593.21

（二）网下认购情况

1、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4,436,000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95,684,520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0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0

2、网下老股认购情况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9,230,000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199,091,100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0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0

根据以上认购情况，本次网下发行投资者全部按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本次网下发

行有效认购的股份总量为 1,366.6万股，缴款总金额为 29,477.562万元。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85,053

股，包销金额为 3,991,593.21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35%。

2016 年 3 月 24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老股转让的具体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 5,359万股，其中公开发行新股 4,436万股，老股转让数量 923 万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 21,436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1

白宝鲲

8,021.50 47.19 7,585.98 35.39

2

闫桂林

1,989.00 11.70 1,881.01 8.78

3

陈平

1,683.00 9.90 1,591.62 7.43

4

白宝萍

1,683.00 9.90 1,591.62 7.43

5

王晓丽

918.00 5.40 868.16 4.05

6

坚信实业

350.00 2.06 331.00 1.54

7

幸源实业

350.00 2.06 331.00 1.54

8

白宝鹏

340.00 2.00 321.54 1.50

9

殷建忠

255.00 1.50 241.16 1.13

10

坚守实业

200.75 1.18 189.85 0.89

11

杜万明

170.00 1.00 160.77 0.75

12

张德凯

170.00 1.00 160.77 0.75

13

赵键

170.00 1.00 160.77 0.75

14

周臣

50.00 0.29 47.29 0.22

15

尚景朕

50.00 0.29 47.29 0.22

16

厉敏

40.00 0.24 37.83 0.18

17

赵波

40.00 0.24 37.83 0.18

18

刘应平

40.00 0.24 37.83 0.18

19

叶进峰

30.00 0.18 28.37 0.13

20

吕天义

30.00 0.18 28.37 0.13

21

萧方

30.00 0.18 28.37 0.13

22

张卫明

30.00 0.18 28.37 0.13

23

张家亮

30.00 0.18 28.37 0.13

24

黄兴艺

30.00 0.18 28.37 0.13

25

宋斐晔

30.00 0.18 28.37 0.13

26

孙彦迁

30.00 0.18 28.37 0.13

27

张绍良

25.00 0.15 23.64 0.11

28

杨济雪

25.00 0.15 23.64 0.11

29

王杰堂

25.00 0.15 23.64 0.11

30

秦哲

15.00 0.09 14.19 0.07

31

毕同永

15.00 0.09 14.19 0.07

32

尚德岭

13.50 0.08 12.77 0.06

33

尚志霞

12.00 0.07 11.35 0.05

34

程传宏

11.75 0.07 11.11 0.05

35

王建民

11.50 0.07 10.88 0.05

36

华振科

11.50 0.07 10.88 0.05

37

王琦

11.25 0.07 10.64 0.05

38

马春笋

10.50 0.06 9.93 0.05

39

戴志平

9.00 0.05 8.51 0.04

40

周林

9.00 0.05 8.51 0.04

41

彭永享

8.75 0.05 8.28 0.04

42

刘建春

8.50 0.05 8.04 0.04

43

邹志敏

6.50 0.04 6.15 0.03

44

朱焕平

6.50 0.04 6.15 0.03

45

庞超

4.50 0.03 4.26 0.02

本次拟公开发售老股

923.00 4.31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 - 4,436.00 20.69

合计

17,000.00 100.00 21,436.00 100.00

发行人与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根据公开发行新股和公开发售股份的数量按比例分摊承

销费，其余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安信

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 话：010-83321320、010-83321321、021-35082251、021-3508209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3月 24日

证券代码：002505� � � � � � �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2016-029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大康牧业” ）于2016年3月23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25），因工作人员疏忽，将Fiagril� Ltda.� 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按巴西雷亚尔币

换算中国人民币金额计算错误，现对该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原内容：

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KPMG审计，单位/万元）：

项目 巴西雷亚尔币金额 按照利率1:1.8134计算，人民币金额

总资产 176,145.15 97,858.42

负债总额 157,404.27 87,446.82

银行贷款总额（部分流动负债，部分非流动负

债）

66,637.31 37,020.73

流动负债总额 139,627.35 77,570.75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17,776.91 9,876.06

净资产 18,740.88 10,411.60

主营业务收入 292,453.84 162,474.36

净利润 2,155.08 1,197.27

更正内容（更正部分采用黑体加粗字体标示）：

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经KPMG审计，单位/万元）：

项目 巴西雷亚尔币金额 按照利率1:1.8134计算，人民币金额

总资产 176,145.15 319,421.62

负债总额 157,404.27 285,436.90

银行贷款总额（部分流动负债，部分非流动负

债）

66,637.31 120,840.10

流动负债总额 139,627.35 253,200.24

其他非流动负债合计 17,776.91 32,236.65

净资产 18,740.88 33,984.71

主营业务收入 292,453.84 530,335.79

净利润 2,155.08 3,908.02

除上述更正外，上述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 公司为本次错误给广大

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避免类似错误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0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