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汽集团 60123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广汽集团 022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卢 飒

电话 020-83150886

传真 020-83150319

电子信箱 lus@gagc.com.cn

1.6�董事会建议向全体股东派发每10股1.2元（含税）的现金股利，加上本报告期期中

已派发的每10股0.8元（含税）的现金股利，全年累计派发现金股利占全年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权益净利润的比例约30.41%。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概要

主要业务包括乘用车、商用车、摩托车、汽车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以

及汽车相关产品进出口贸易，汽车租赁、二手车、物流、拆解、资源再生，汽车信贷、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保险和保险经纪，股权投资等。

（1）汽车

本集团的乘用车主要通过合营公司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广汽菲克、广汽三菱及子公司

广汽乘用车、广汽吉奥生产。 本公司乘用车产品主要包括广汽本田Accord（雅阁）、Crider

（凌派）、Vezel（缤智）、Crosstour（歌诗图）、Odyssey（奥德赛）、Fit（飞度）、Everus

（理念）等；广汽丰田Camry（凯美瑞）、Highlander（汉兰达）、Yaris� L（致炫）、E’ Z（逸

致）、Levin（雷凌）等；广汽菲克Viaggio（菲翔）、Ottimo（致悦）、JEEP自由光等；广汽三

菱ASX（劲炫）、Pajero（新帕杰罗劲畅）等；广汽传祺Trumpchi（GA5、GA6、GS5、GS5?

速博、GA3、GA3S?视界、GS4）等；广汽吉奥奥轩G5、星朗等十多个系列的轿车、SUV及

MPV。

本集团节能与新能源产品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广汽丰田凯美瑞双擎和雷凌双擎，广汽

传祺增程式混合动力GA5REV。

本集团还通过联营公司本田（中国）生产Accord（雅阁）轿车，100%面向中东等市场。

本集团的商用车主要通过广汽日野、广汽客车、广汽吉奥和广汽比亚迪生产。 主要产品

为轻、重型卡车、工程车、皮卡、大中型客车（含纯电动、混合动力）等。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乘用车、商用车总产能为162万辆。

本集团通过销售门店及互联网渠道开展汽车销售，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连同合营

联营企业拥有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销售门店2404家，其中本年度新增

210家； 同时， 本报告期内通过互联网渠道实现汽车销售127,765辆， 占全年汽车总销量

9.8%。

（2）摩托车

本集团的摩托车主要通过合营公司五羊本田生产， 主要的产品包括跨骑式摩托车、弯

梁式摩托车以及踏板式摩托车等。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摩托车总产能为125万辆。

（3）零部件

本集团主要通过子公司广汽部件的控股、共同控制、参股公司及联营公司生产的汽车

零部件，主要包括发动机、变速器、座椅、HVAC系统、汽车灯具、自动操作配件、转向器、减

震器及配件等，产品80%为本集团整车配套。

（4）汽车相关服务

本集团主要通过广汽商贸、广汽汇理、众诚保险、广汽资本、广汽租赁、广爱经纪、同方

物流等企业提供汽车销售、信贷、保险、金融投资、租赁、物流及进出口贸易等相关服务。

（二）行业情况

2015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实现小幅增长，全年累计生产汽车2,450.33万辆，同比增长

3.25%，销售汽车2,459.76万辆，同比增长4.68%。 行业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产销量突破2,400万辆，保持世界第一。

二是新能源汽车产销34.05万辆和33.11万辆，同比增长3.3倍和3.4倍。

三是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高于乘用车整体增速,全年销售1,450.86万辆，同比增长

10.38%。

四是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41.3%，提升2.9个百分点，全年销售873.76万辆，同比

增长15.3%。

五是行业经济效益小幅下滑， 全年汽车工业重点企业 （集团） 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3476.76亿元，同比下降2.91%。

六是产业集中度维持高位，销量前十名的企业集团共销售汽车2200.69万辆，占汽车销

售总量的89.5%。

七是整车进出口继续回落，全年进出口汽车110.19万辆和75.55万辆，同比下降22.73%

和20.25%。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67,165,802,343 62,409,300,927 7.62 57,789,896,921

营业收入 29,418,222,736 22,383,423,470 31.43 18,824,198,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32,351,906 3,194,789,681 32.48 2,668,921,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69,692,972 2,773,483,964 43.13 3,085,971,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592,624,842 35,399,769,142 9.02 33,257,808,3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81,828,813 1,105,432,657 359.71 978,390,727

期末总股本 6,435,020,097 6,435,020,097 0 6,435,020,09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66 0.50 32.48 0.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66 0.50 32.48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3 9.27 增加2.16个百分点 8.28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5,395,314,823 6,054,352,318 7,504,145,420 10,464,410,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9,870,990 1,220,231,234 951,595,335 1,530,654,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216,522,429 1,060,959,072 912,282,004 1,779,929,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957,914 529,407,676 1,766,155,267 3,154,223,784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A股：15790户

H股：291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A股：14470户

H股：289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注1）

128,266,

000

3,912,671,

384

60.8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注2）

2,208,122,

326

34.31 0 未知 其他

万向集团公司 -1,696,400

155,300,

423

2.4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信建投基金－浙商银

行－中信建投浦江之星资

产管理计划

76,108,992 1.18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

河资本骄龙2号资产管理计

划

34,008,871 0.53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

河资本骄龙3号资产管理计

划

33,311,977 0.52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

河资本骄龙1号资产管理计

划

28,984,161 0.45 0 未知 其他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

河资本骄龙68号资产管理

计划

26,656,746 0.41 0 未知 其他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0 25,164,404 0.39 0 未知 国有法人

王云 10,250,302 0.1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5.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不适用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连同合营、联营企业共实现营业总收入约2,159.99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约114.82亿元，同比增长约5.61%。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的营业总收入为294.1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1.43%；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42.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32.48%。每股收益约为0.66元，较上

年同期增加0.16元。

本报告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本集团自主品牌广汽乘用车产销量大幅增长52.46%和61.64%；

2、主要合营企业陆续推出如缤智、全新汉兰达等新车型，受市场好评，合营企业业绩进

一步提高；

3、受自主品牌及合营企业销量的提升，本集团汽车信贷、保险、部件及商贸服务等配套

业务也相应扩大，促进业绩增长。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

明。

本年度内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的相关信息详见第十三节第九项。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详细情况详见第十三节第八项。

7.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

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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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8次会议于2016年3月25日 （星期五）上

午10:00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31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5人，其中，现场出席董事11人，蓝海林、李舫金、王苏生、丁

宏祥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房有董事长主持，经书面投票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董事会建议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公司将另行公告）公司的总股数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为人民币0.12元/股（含

税），并建议授权董事会秘书在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后，拟订并刊发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并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授

权董事会决定其费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费用预计83万元、罗兵咸永

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预计305万元。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建议续聘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根据其具体工作情况决定其审计费用，预计37万元。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将于

2016年5月27日下午14：00在香港北角油街23号港岛海逸君绰酒店会议厅召开2015年年度

股东大会（即2015年周年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发出。

审议结果：同意15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议案1、2、3、4及议案10、11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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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

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4次会议于2016年3月25日（星期五）上午

9:00在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兴国路23号广汽中心707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

名，实到监事4名，苏展鹏授权委托高符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书

面投票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本次会议经过书面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

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监事会目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票总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25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无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紫光古汉 股票代码 00059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定兴 颜立军

办公地址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33号 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杨柳路33号

传真 0734-8239335 0734-8239335

电话 0734-8239335 0734-8239335

电子信箱 stocks@guhan.com stocks@guhan.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医药制造业，主要司致力于研究、开发中国中药传统秘方、验方和西

药制剂，可生产古汉养生精（口服液、片剂）、养心定悸颗粒等中成药以及部分西药制剂。 主

要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以及治疗的各个领域。 公司生产的核心产品为古汉养生

精，主要功效为补气、滋肾、益精，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在湖南省内市场取得了良好的

业绩和市场占有率。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年

营业收入 294,719,555.10 203,122,000.05 45.09% 256,000,67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372,282.32 -85,770,537.74 -164,450,53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128,405.13 -91,689,754.80 -163,920,45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59,966.95 -50,908,086.51 4,122,159.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2 -0.3841 -0.7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2 -0.3841 -0.7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8% -37.82% -44.41%

2015年末 201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年末

总资产 587,434,583.60 586,820,654.17 0.10% 552,561,93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5,794,093.22 184,106,375.01 11.78% 269,510,747.3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8,082,877.49 72,163,828.36 65,547,074.43 68,925,77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7,697.97 1,044,893.51 20,196,231.12 -9,126,54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148,098.29 312,870.56 20,193,813.10 -12,526,376.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99,486.08 10,285,465.26 14,972,987.31 -73,218,933.4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2,58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2,22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1%

41,561,

80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国家 16.99%

37,935,

831

质押 18,100,000

中国中药公司 国有法人 3.07%

6,862,

4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05%

6,820,

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5%

4,130,

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医疗健康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0%

3,579,

539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3,518,

092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创新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1.41%

3,149,

824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美丽30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2,875,

689

耒阳耒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

2,470,

9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前二名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余八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内医药行业整体增速放缓。 在公司连续2年

亏损的情况下，管理层积极应对政策和市场变化，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加强内控管理，

以营销渠道管控为重点，提升产品质量为中心，以强化管理为基础，资源整合为依托，坚持

以中成药产业为核心，在稳固公司拳头产品“古汉养生精” 市场的基础上，通过营销体系和

销售模式优化调整，着重做好终端维护和商业渠道建设，逐步培育新市场和新的消费群体。

中成药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制药二厂顺利通过ＧＭＰ改造并投产。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471.96万元，比上一年度的20,312.20万元，同比增长

45.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7.23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中药及保健品 283,560,372.05 60,407,428.91 55.73% 54.54% 实现扭亏为盈 1.6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

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内部管理，调整优化营销体系和销售模式,中成药销售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由于上年同期同德祥诉讼案损失、制药公司拆迁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及计提职工辞退福利费用较大，期间费用同比下降。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471.96

万元， 比上年度的20,312.20万元， 同比增长4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

237.23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2013年度、2014年度连续两年经审计的年度净利润为负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3.2.1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为争取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2015年，公司把扭亏为盈作为首要目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使用

效率。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继续拓展优势产品市场,不断降低经营成本，尽最

大努力消除历史遗留问题对公司业绩造成的影响，积极推进品牌创新和管理创新，公司实

现扭亏为盈，化解了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因新设导致合并范围增加以下3家子公司：湖南古汉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衡阳古汉健康产业咨询有限公司、衡阳古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书贵

2016年3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

*ST

古汉 公告编号：

2016-017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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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3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6年3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由王书贵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审议形

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的《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通过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通过关于核销部分存货的议案；

（详见本公司同日公告的《关于核销部分存货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5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2,372,282.32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238,255,680.18元，公司本期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215,883,397.86元。

因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相关费用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

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同日在巨潮网站刊登的《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赵东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已导致董事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定人数。 经第一大股

东推荐，董事会提名但铭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

本届董事会相同。 通过对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情况的审查，董事会未发现

其有《公司法》第 147�条规定的情况，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任

职要求。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通过《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通过《关于本次董事会后暂不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暂不召集股东大会，将视情况通过召开董事会的方式确定召开股东大会的

相关事宜及具体日期并公告。

以上第一、二、三、五、六、九项议案需提请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6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1、但铭先生：1970年4月出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中原对外工程公司

财务部经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公司总会计师、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现任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但铭先生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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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6年3月1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3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长唐蔚先生主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表决情况及决议内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有关规

定，对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审核后，监事会认为该报告全面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情况，具体体现在：

1、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

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

常进行，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2、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保证了公司内部

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综上所述，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核销部分存货的议案；

审核意见如下：公司本次核销部分存货的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本议案所述存货进行核销。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第一、二、三、四项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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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部分存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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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部分存货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资产核销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 的原则，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紫

光古汉集团衡阳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制药公司”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账面

原值为1403.08万元已无使用价值及转让价值并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进行核销。

具体核销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核销金额 核销依据

存货 1403.08 1403.08 0 1403.08

账面部分存货已不再具有使用价值，且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二、对当期利润的影响

因本次核销的存货项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故不影响公司2015年度利润。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核销存货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要求核销部分存货，依据

充分，能够更加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核销部分存货的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审

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对本议案所述存货进行核销。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遵循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核销部分存

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真实、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决议及公告；

3．独立董事对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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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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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3月 24日，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药公司” ）拟与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签署《授信额度合同》，授信额度敞

口最高限额人民币2,000�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授信用途：用于中药公司采购药材等日常

经营周转。

根据董事会决议，本公司将与广发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授信额度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紫光古汉集团衡阳中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1月 18�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地址：衡阳市雁峰区罗金桥1号

法定代表人：刘炳成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合剂、片剂、丸剂、颗粒剂、口服液溶液剂；生产销售保

健食品片剂；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等。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为51,922.69万元， 负债总额为26,

499.74万元，净资产为25,422.95万元；该公司 2015年年度营业收入为28,379.97万元，净利

润为5,303.63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中药公司拟与广发银行签署的一年期《授信额度合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

担保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王书贵先生在公司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签署担保合

同及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中药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将用于中药公司采购药材等日常经营周转，中药公司具备

预期履约能力，且具备偿还负债能力，预计上述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

之内。 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并直接分享该全资子公司的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额及逾期担保额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千

金医药、招商银行三方共同签署《关于招商银行给予千金医药销售紫光古汉产品项下专项

授信额度的三方协议》, 最高担保限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详见2016年2月2日， 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上的《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公告编号：2016-006）。 除此以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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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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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2013年、2014连续两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4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证券简称由“紫光古

汉”变更为“*ST古汉” ，股票交易日涨跌幅度限制为5%。

二、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2015年度“标准无保留意

见” 的审计报告，本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 22,372,282.32� 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72,282.32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公司股票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并且不存在其他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0条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于2016年3月2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

风险警示的申请。

三、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能否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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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1238

公司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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