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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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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

称：深天地A，股票代码：000023）自2015年9月1日开市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年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本次重组事项的相关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2月1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公告）

2016年2月25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天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13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由于“问询函” 的回复事项需履行相关程序，根据有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具体复牌时间待公司完成本次回复后，另行公

告。

深圳市华佗在线网络有限公司起诉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李严、李

佑、周智、黄廷梅、张进生侵权的诉讼事项已经进入立案审理阶段，公司也将

继续跟进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取得上述核准及最终取得核准时间均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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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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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约30万元–60万元

亏损：18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7%-8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02元–0.004元 亏损：0.013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本报告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混凝土业受销售淡季影响，实现收益较少，以及房地产业

实现收益较少所致；

预计本报告期亏损同比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公司混凝土业原材料成本同比降低，毛利水平同比上升，实现

收益同比略增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以公司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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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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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68,57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4月1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限售股上市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一）核准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11月7日出具的《关于核准天津天药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469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146,520,000股。 发行新股已于2013年4月实施完毕， 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总股本为960,854,960股。

（二）股份登记时间

2013年3月,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46,520,000股，明细如下表：

股东名称 限售股（股）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8,570,000 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6年4月18日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9,550,000 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4年4月17日

天津市津信实业公司 21,400,000 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4年4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18,000,000 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4年4月17日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4年4月17日

合计 146,520,000 /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3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中，控股股东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预计上市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2016年4月17日

为非交易日，上市时间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其他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上市时间为2014年4月17日。

（三）锁定期安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东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68,570,000股的流通限制期

限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预计于2016年4月18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结束后，公司股本数量由814,334,960股变更为960,854,

960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仍为960,854,96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控股股东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转让。

截止本公告日，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

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保荐人变更情况

2013年7月，公司收到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万联证券” ）《关于更换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因

公司原保荐代表人刘向涛先生工作变动，万联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王成垒先生接替刘向

涛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陈亮先生和王成垒先生。

2014年1月，公司收到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保荐机构万联证券《关于更换天

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因公司原保荐代表人陈亮先生工作变动，

万联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李鸿先生接替陈亮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

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

表人为王成垒先生和李鸿先生。

2015年12月，公司收到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保荐机构万联证券《关于更换天

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因公司原保荐代表人李鸿先生工作变动，

万联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陈忠华先生接替李鸿先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

人，履行相关职责与义务。 本次变更后，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为王成垒先生和陈忠华先生。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万联证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万联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核查结

论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万联证券对天药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限售股解禁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68,570,000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6年4月18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表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天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8,570,000 7.14% 68,570,000 0

七、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本结构 本次上市前股份数量（股） 本次股份变动数量（股） 本次上市后股份数量（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8,570,000 -68,570,00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92,284,960 68,570,000 960,854,960

三、股份总额 960,854,960 - 960,854,960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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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6年3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6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896,943 -630,379 -41.3 2,857,145 -1,557,773 -35.3

周转量（千吨海里） 6,049,714 -3,332,564 -35.5 19,808,502 -8,741,210 -30.6

营运率（％） 99.7 0.1 0.1 99.6 0.2 0.2

航行率（％） 53.9 4.9 10.0 54.4 4.2 8.4

载重率（％） 44.4 -12.4 -21.8 47.7 -12.8 -21.2

燃油单耗 (千克/千吨

海里）

8.2 1.5 22.4 7.7 1.5 24.2

二、各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6年3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6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242,221 -108,466 -30.9 754,769 -276,514 -26.8

杂货船 234,605 -356,159 -60.3 690,200 -1,232,551 -64.1

重吊船 92,937 -78,762 -45.9 403,129 -100,308 -19.9

半潜船 0 -28,786 -100.0 33,884 -58,934 -63.5

汽车船 12,636 -4,030 -24.2 47,755 -37,638 -44.1

滚装船 70 70 0 70 70 0

木材船 187,412 -34,648 -15.6 547,189 132,139 31.8

沥青船 127,062 -19,598 -13.4 380,149 15,963 4.4

合计 896,943 -630,379 -41.3 2,857,145 -1,557,773 -35.3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T营

∈营=______

� � � T册

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航=__� T航____

� T营

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 m� n

∑∑_Dij_Lij

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

等于船舶总时间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

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

港靠码头或锚地，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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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6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6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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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4.36 187,754.93 -27.54

营业利润 1,083.04 35,181.17 -96.92

利润总额 1,249.65 34,405.72 -9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84 25,352.84 -9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005 0.150 -99.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3.81% 减少3.8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44,791.64 1,794,307.77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913,046.79 666,619.25 36.97

股本 214,665.08 169,044.64 26.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25 3.94 7.8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影响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等指标变动幅度较大的主要因素

有以下三个方面：

1、2015年同期，公司确认处置埃尔夫润滑油（广州）有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3.01

亿，报告期未发生投资收益，导致公司报告期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大幅减少；

2、2016年第一季度，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国际航运市场继续延续低迷态势，运

价及运量持续下跌，导致报告期公司航运业绩下滑，航运业务收入和利润相关指标下

降；

3、公司于2015年1月启动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于2016年2月完成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工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56,204,378股，发行价格为5.48元

/股，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24.83亿元，导致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

股本等指标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详见2016年2月4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首席执行官韩国敏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雪亮女士、会计机构负责

人黄晓晖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15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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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托管部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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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模板第4号〈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及十一类临

时公告（试行）〉》（证监会公告[2010]32号）的内容和格式要求，现将本公司资产托管

部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下文“高管” 、“高级管理人员” 系指前述证监会规

章中规定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托管银行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银行下属基金托管部门名称 资产托管部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 离任基金

托管银行基金托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秀良

是否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备案

是

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的日期 2016年02月29日

任职日期 2015年5月11日

过往从业经历

1994-04-15至1994-09-30在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部外汇

交易室跟岗；1994-09-30至1996-02-02在华夏银行发展

研究部担任调研员；1996-02-02至1998-12-01在华夏银

行计划资金部担任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员、综合计划室经理；

1998-12-01至1999-02-26在华夏银行稽核部担任稽核

一处处长；1999-02-26至2002-03-12在华夏银行董事会

办公室担任秘书 （正处级）；2002-03-12至2004-01-01

在华夏银行信贷管理部、 信贷审查部担任副总经理；

2004-01-01至2007-04-30在华夏银行成都分行担任分

行副行长、 党委委员；2007-05-01至2007-10-19作为高

级管理人员赴德意志银行培训团组 ；2007-10-20至

2015-05-11在华夏银行国际业务部担任副总经理 ；

2015-03-08至2015-05-08赴华夏银行干部培训学校第

九期培训班学习。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徐昊光

是否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

任职备案

是

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备案的日期 2016年02月29日

任职日期 2015年2月16日

过往从业经历

2001年7月至2007年1月在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从事信贷管

理、 风险管理工作；2007年1月至2011年7月在华夏银行总

行国际化办公室工作；2011年7月至2014年6月在华夏银行

发展研究部担任国际合作室经理；2014年6月至2015年2月

华夏银行资产托管部担任风险管理室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资产托管部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毛剑鸣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15年12月14日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

601886

股票简称：江河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22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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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刘载望先生计划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且不

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股票增持价格不超过18元/股；实施期限自2016年4月14日起6个月

内。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未达到实施增持计划的价格区间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名称：刘载望

（二）控股股东已持有股份的数量及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控股股东刘载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88,281,66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4.98%。

（三）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详见2015年7月11日披露的临

2015-031号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公告之日起6

个月内，将通过合理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分别

于2015年7月17日和8月28日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详见临

2015-035号和临2015-050号公告），刘载望先生累计增持股份98.55万股，增持金额为

10,068,528元，上述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2016年1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公司总经理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刘载望先生增持3,209,600股，增持平均价格为9.46元，累计金额约3036万元。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目的

刘载望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系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目前股价的

合理判断。 目的在于提升投资者信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维护公司在资

本市场的良好形象。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刘载望先生计划累计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股票价格不超过18元/股，刘载望先生将在二级市场择

机增持。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6年4月14日起6个月内。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刘载望先生本次计划采用自有资金实施增持。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增持计划不存在因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增持计划所需的自筹资金未采用杠杆融资方式，不存在增持股份可能被强

行平仓的风险；

（三） 后续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未达到实施增持计划的价格区间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等风险。

四、增持主体的承诺

刘载望先生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增持实施完毕之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五、其他说明

（一）如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

配股等除权、除息等行为，相关增持价格范围则以公司股票复权后的价格为准。

（二）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持续关注刘载望先生增持公司

股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3日

股票简称：

*ST

南电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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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6-021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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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约4,700万元 亏损：8,844.88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约46.8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8�元 亏损：0.1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燃气燃油加工费补贴政策取消,电价不

能覆盖发电成本。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的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6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2、公司于2016年4月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公告》并停牌一天，自4月5日复牌之日起（4月2、3、4日分别是法定公休日

和节假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及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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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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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6年4月13日凌晨，有关媒体发表了题为《唐骏协助调查引曝光伏业多晶硅走

私案 前首富施正荣或牵扯其中》的文章（以下简称“报道” ），报道提及“据知情人士向

记者独家透漏，关于多晶硅料走私案件，被海关调查的的确不只唐骏一人，还包括陕西西

安的两家企业，其中一家为从事单晶硅片生产的A股上市公司” 。 部分媒体进行了转载。

鉴于西安从事单晶硅片生产的A股上市公司仅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故上述报道有关内容被认为涉及我司。

●经核查，该媒体关于公司的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司多晶硅料进口业务按照国

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合法经营，不存在报道中所述情况，同时公司未接受海关调查，也没有

员工被要求协助调查。

一、传闻简述

2016年4月13日凌晨，有关媒体发表了题为《唐骏协助调查引曝光伏业多晶硅走私

案 前首富施正荣或牵扯其中》的文章，提及“据知情人士向记者独家透漏，关于多晶硅

料走私案件，被海关调查的的确不只唐骏一人，还包括陕西西安的两家企业，其中一家为

从事单晶硅片生产的A股上市公司” 。 部分媒体进行了转载。

二、澄清声明

鉴于西安从事单晶硅片生产的A股上市公司仅为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故

上述报道有关内容被认为涉及我司。 针对上述内容，公司第一时间通过内部核查后，作出

如下澄清：

（一）该媒体关于公司的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

（二）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多晶硅料进口业务，如实申报并依法缴

纳相关税款，不存在偷税情况；

（三）公司未接受海关调查，也没有员工被要求协助调查。

三、特别提示

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16-03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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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6年1月1日———2016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盈利：13,686.30万元–15,207万元 盈利：5,06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0%–2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930元–0.1034元 盈利：0.0345元

说明：2015年度公司完成对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深圳

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桑达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 （已更名为深圳长城

开发电子产品维修有限公司）100%股权收购工作， 由于上述股权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在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时，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有关规定对可

比期间即上年同期的合并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16年1-3月经营业绩预计盈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为盈利13,686.30万元—15,207万元。

其中，2016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利润同比略有增长。2015年第一季度财务费用和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之和为账面亏损869万元， 而2016年第一季度该金额约为盈利1.35亿元左

右，同比增加账面盈利1.44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6年第

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