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鉴于“万达院线（股票代码：002739）” 、“捷成股份（股票代码：300182）” 、“卫宁健

康（股票代码：300253）” 、“泰格医药（股票代码：300347）” 股票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确保本公司旗

下基金持有的“万达院线” 、“捷成股份” 、“卫宁健康” 、“泰格医药” 股票的估值更加公

平、合理，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2016年2月25日起，对公司旗

下基金持有的“万达院线” 、“捷成股份” 、“卫宁健康” 、“泰格医药” 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予以估值。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与其上市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切实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待“万达

院线” 、“捷成股份” 、“卫宁健康” 、“泰格医药”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

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6日

关于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

货币市场基金证券交易佣金设置

为零的新增证券公司名单的提

示性公告

作为首只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华宝兴业现金添益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

称“华宝添益” ；交易代码：511990）上市以来得到了广大投资人的高度关注，众多投资者

致电我公司就该基金的场内申赎、二级市场交易问题进行咨询，其中比较多的问题集中在

该基金的交易费用方面。 现就有关事宜提示如下。

1、 为更好地为广大投资者提供服务，我公司与部分券商沟通，了解了部分券商的华宝

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情况。 截至2月26日，我公司了解到新增的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

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

零；

2、 现将我公司了解的已将华宝添益证券交易佣金设置为零的证券公司名单提示如下

（证券公司名称按字母顺序排序）：

序号 证券公司名称 客户服务电话 公司网址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1-001 www.essence.com.cn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51-5988 www.bhzq.com.cn

3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28888 www.s10000.com

4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31-84403350 www.cfzq.com

5 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6-96336 www.ctsec.com

6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33680000或

400-6666-888

www.cgws.com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9或4008-888-999 www.95579.com

8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28 www.tebon.com.cn

9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4007121212 www.dtsbc.com.cn

1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169-169 www.daton.com.cn

1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000686 www.nesc.cn

12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03 www.dfzq.com.cn

13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69-961130 www.dgzq.com.cn

1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12-33396288 www.dwzq.com.cn

15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993 www.dxzq.net.cn

16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888 www.firstcapital.com.cn

17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31或400-8888-588 www.longone.com.cn

18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71 www.foundersc.com

19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0-961303 www.gzs.com.cn

2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18-8118 www.guodu.com

2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3 www.ghzq.com.cn

22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00-109 www.gjzq.com.cn

23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70 www.glsc.com.cn

24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22-111 www.gsstock.com

2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6 www.guosen.com.cn

2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53、400－8888－001或拨

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www.htsec.com

2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471-4960762 www.cnht.com.cn

28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871-3577930 www.hongtazq.com

29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318�(安徽)�、

400-809-6518(全国)

www.hazq.com

30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20-9898、

021-38929908

www.cnhbstock.com

31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0872（贵州省外加拨0851） www.hczq.com

32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6326（福建省外请加拨

0591）

www.hfzq.com.cn

33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1883888 www.chinalions.com

34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31-96668、400-689-8888 www.hlzqgs.com

35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10-58568139

010-58568199

www.hrsec.com.cn

3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97 www.htsc.com.cn

37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400-666-2288 www.jhzq.com.cn

38 开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60-8866 www.sxkyzq.com

39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11-8 http://stock.pingan.com

40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60-9839 www.rxzq.com.cn

41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7-8827 www.ubssecurities.com

4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666-1618 www.sxzq.net

43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21-962518 www.962518.com

44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755-83199599

www.csco.com.cn

4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95523或4008895523 www.swhysc.com

46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400-800-0562 www.hysec.com

47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00-5000 www.tfzq.com

4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871-8898130 www.tpyzq.com

49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133 www.wlzq.com.cn

50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1551 www.xcsc.com

51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0592-5161816 www.xmzq.cn

52 西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096-096 www.swsc.com.cn

53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989898 www.xsdzq.cn

5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62 www.xyzq.com.cn

55 众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400-620-6868、

0755-36806868

www.zczq.com

56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010-�65051166 www.cicc.com.cn

57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95618 www.e5618.com

5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888 www.chinastock.com.cn

59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95532 www.china-invs.cn

60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400-8866-567 www.avicsec.com

6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571-967777 www.stocke.com.cn

62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38 www.qlzq.com.cn

63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6180-315 www.stockren.com

64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8888-108 www.csc108.com

65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95548 www.citicssd.com

6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548 www.cs.ecitic.com

67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371-967218、

400-813-9666

www.ccnew.com

68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008888005 www.cnpsec.com

3、 华宝添益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首只货币市场基金。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指导意见，该基金属于固定收益类产品，并非在该所交易的ETF基金；

4、 上海证券交易所暂免收取包括华宝添益在内的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的交易经

手费和交易单元流量费。 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3年1月18日发布的《关于暂免

收取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交易相关费用的通知》；

5、 考虑到该产品的特征，各证券公司对于华宝添益的交易佣金费率的设置均予以了

不同程度的减免；

6、 我公司将继续与其他证券公司加强沟通，对于佣金设置具体操作需要我公司协助

的证券公司，可致电我公司客服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 今后我公司将根据

了解到的情况陆续向投资人发布提示公告；

7、 投资者亦可通过已成为一级交易商的证券公司申购赎回华宝添益，其申购赎回费

率均为0。

风险提示:

1、本提示公告的内容系根据基金管理人公告之日已经了解到的情况编制，仅作为公司

客户服务内容，不构成基金管理人及券商对券商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做出的承诺。

2、券商可能会根据自身情况对华宝添益交易佣金费率不定期进行调整，投资者对此若

有疑问请咨询相关券商客服热线。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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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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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说明：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于2016年2月24日、2016年2月25日连续两个

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本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

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公司未发现公共传媒出现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

项；

5、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关于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

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 ，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1）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目前，我国医药流通市场呈现整体分散、趋于集中的竞争格局。 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前100位

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同期全国医药市场总规模比例分别为64%、64.3%和65.9%，呈逐年提高的态势。 2011年5月

5日，商务部发布的《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国内将形成1-3家年销售

额过千亿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以及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

2012年福建省发布的《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 规划》明确了“十二五” 期间全省药品流通行业的发展目标：“十二

五”末，药品批发前十名流通企业的年销售额将占全省批发销售总额的90%以上。

目前医药商业经过行业兼并整合已形成“全国+区域寡头” 的竞争格局，在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引导下，行业集中度将

进一步提升，有区域优势的医药流通企业将依托自身渠道、资金、管理、品牌等优势加快兼并收购；部分全国性医药流通企

业亦将依靠规模优势、资金实力加大投资布点力度或并购区域性医药流通企业，在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过程中，全国医药流

通企业及区域寡头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将日趋加剧。 为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型医药流通企业将进一步加快流通网络

布局建设，提升市场占有份额。中小医药流通企业或主动并入大型企业，共享大型企业的资源，或采用联购分销、共同配送

等方式结成合作联盟。

若在市场格局变化的竞争环境下，公司不能继续保持在福建省医药流通行业的竞争优势，实现进一步发展，在福建省

内的行业领先地位将可能受到冲击。

（2）行业政策风险

近年来，国家及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压缩医药流通环节、降低药价、医药分开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

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公司主要面临的行业政策风险如下：

①招标政策变化风险

现阶段我国的招标政策实行以政府主导、以省（区、市）为单位的医疗机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工作。

福建省实施的七标、八标采购明确规定了药品生产企业每个中标品种在福建各行政区域内只能委托1-2家配送企业

配送，并规定了配送商采购价格应为中标价格下浮5%-8%（不区分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按合同

约定的时间回款，回款时间必须在货到之日起60天内。

福建省药监局、省药品集中采购领导小组分别于2014年6月、10月和2015年8月20日出台了《福建省2014年医疗机构

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意见》、《福建省2014年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配送监督管理办法》和《福建省医疗机构新一轮品集中

采购实施方案（2015年修订版）》，对医疗机构药品（含基本药物、非基本药物、低价常用药）集中采购作出了新规定：要

求其中基本药物的配送费用按中标价的3%-5%确定，包含在中标价内；医疗机构应严格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回款，从货到

验收合格之日起不超过30天；中标的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委托配送的，必须委托给由福建省药监局遴选确定的11家全省公

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送企业配送，同一品种在一个中标区域内最多只能委托1家配送企业。鼓励中标的非基本药物生产

企业优先委托中标基本药物配送企业和通过新版GSP认证以及有一定规模、诚实经营的企业配送，同一品种在一个中标

区域内最多只能委托1家配送企业。每个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省属医疗机构选择的基本药物和非基本药物配送企业

总数不得超过10家， 其中非基本药物配送企业必须从这前述11家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送企业中选择3家以上；

本公司已入选福建省2014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之10家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送企业，且得分排名第一。

报告期内公司对福建省医疗机构的销售收入占全部销售收入80%以上，绝大多数为非基本药物销售收入，公司对福

建省参与招标的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销售收入占公司对福建省医疗机构销售收入的比重不超过8%。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福建省新一期招标尚未开始执行，相关招标政策（含基本药物的配送费用按中标价的3%

-5%确定）的具体执行情况、公司在本次招标中获得的中标药品（含基本药物、非基本药物和常用低价药品）的委托配送

品规数等均存在不确定性。 若在本次招标执行过程中，公司基本药物销售占比上升但对医疗机构的销售总额未能相应提

升，且各级公立医疗机构无法严格按照2014年药品招标政策和销售合同规定/约定的时间回款且不承担违约责任，可能会

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在福建省新一期招标正式执行前，如相关招标政策发生重大不利调整，可能导致公司在争取上游供应商委托配送品

种时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将可能导致公司出现上市当年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50%以上的风险。

②药品降价导致医药流通环节盈利空间压缩风险

2000�年以来，医药行业经历了约30�次药品最高零售价降价。 2012年国家发改委对消化类、抗肿瘤类、免疫和血液制

品等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进行了调整，平均降价幅度在17%左右；2013年国家发改委又对呼吸、解热镇痛和专科特殊用药等

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进行了调整，平均降价幅度为15%左右。

2014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取消政府制定的低价药品最高零

售价格，在日均费用标准内，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及竞争状况制定具体购销价格。

目前公司的毛利与药品价格挂钩，不管药品最高零售价下调或未来逐步放开药品价格管制，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都

可能导致药品销售价格下调，公司从药品获取的单位毛利亦可能下降。未来若药品价格持续下降，公司将面临盈利空间被

进一步压缩的风险。

③医药分开政策风险

“医药分开”政策主要是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行规” ，改革“以药补医”机制。 目前各省实施“医药分开” 政

策的试点医院主要采取药房托管和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等方式， 上述方式目前尚未影响医院药房在药品销售中的地位，

亦未对现有医药流通格局造成冲击。未来医院药房可能完全独立于医疗体系，并以药品零售商的角色参与市场竞争，公司

若不深入布局福建省医药分销和零售一体化网络，将可能在未来医药分开后的竞争中失去优势地位。

④行业准入门槛提高的风险

为改变医药流通行业长期以来小、散、乱的状况，优化竞争格局，医药行业相关部门出台了新版GSP、药品批发企业物

流服务能力评估指标、零售药店经营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对医药流通企业在场地、设施、资金、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信息

系统、规模以及服务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公司若不能根据新的监管对仓储、物流设施、零售药店等的管理进行改造升

级，充实专业技术人才，将有可能无法满足新的监管要求。

⑤处方药网上销售的风险

2014年5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

见拟开放处方药网上销售，如该政策正式定稿并实施，从长期来看，由于实体门店相比网上药店在租金、人工等成本以及

软硬件投入上没有优势，未来实体药店在与电商竞争中利润空间将受到冲击。 尽管公司逐步健全了福建省九地市零售实

体店网络布局，已经取得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资格证书》，正积极筹备开展互联网药品销售业务，未来还将打通线上

药房业务与线下药店业务，促进零售业务销量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但仍然存在网上药品销售业务和实体店经营业绩不如

预期，零售业务业绩受到冲击的风险。

（3）涉足新业务风险

公司自设立以来，除做大做强药品分销和零售业务外，还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 2010年以来，公司通过收购的方式涉

足疫苗分销领域，先后在福建、江西、四川和安徽四省建立了疫苗销售网络。此外，公司先后通过收购同一控制下的燕来福

制药和博肽生物，进入中药饮片和天然食品的生产领域。

在新进入的业务领域中，疫苗流通属于医药流通行业中市场空间广阔、增长潜力大的细分行业，有助于保持公司未来

的持续成长。由于疫苗分销业务的客户、市场环境、盈利模式与公司主营的纯销业务不同，本公司现已形成的管理模式、销

售模式等均应相应进行调整，以满足对疫苗分销业务的管控需要。若公司不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建立完善的适应疫苗分

销的业务内控体系，可能会使新业务的发展受阻。

另外，疫苗流通行业相比于传统的医药流通行业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且疫情具有突发性、多变性、不可预见性等

特点，疫苗流通行业下游客户各地疾控中心回款周期较长，因此，行业波动起伏较大，市场竞争格局不稳定，资金占用大，

这也会给公司发展疫苗分销业务带来不确定性的风险。

（4）业绩下滑风险

公司报告期内利润表主要项目较上年同期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较上年同期增减

比例

2013年

较上年同期增减比

例

2012年

营业收入 629,980.17 14.13% 551,975.22 17.76% 468,735.24

营业利润 14,618.13 0.45% 14,552.20 19.96% 12,131.29

利润总额 15,188.51 3.13% 14,727.43 19.50% 12,324.10

净利润 11,097.23 1.70% 10,911.62 19.41% 9,137.6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32.75 0.96% 10,828.31 19.63% 9,051.39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司2013年和2014年，业绩增速明显放缓。 未来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以及受资金约束、经济形势和

行业环境的变化等各种原因的影响，公司可能存在业绩继续下滑的风险。

（5）药品集中招标的风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福建省新一期招标（福建省2014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尚未开始执行，预计可能会于

2016年执行。 虽然公司在福建省医药流通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且已入选福建省2014年医疗机构药品

集中采购之10家全省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送企业，并得分排名第一。 但若公司在本次招标中获得的中标药品（含基

本药物、非基本药物和常用低价药品）的委托配送品规数相比于前次招标出现大幅下降，可能会对公司新一轮招标执行

期内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应收账款管理风险

在我国医药流通行业尤其是纯销业务细分市场，医院客户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回款周期普遍较长，占用流通企业的资

金量较大。 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对全国药品批发企业公立医疗机构应收账款调研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公立医疗机

构全年应收账款平均周转天数达121天，2014年达到122天。

近年来，随着业务规模增长，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也相应增加。 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9月末，公司应

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22,262.66万元、149,942.80万元、164,287.98万元和202,188.10� 万元，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

9月末分别较上年末增长22.64%、9.57%和23.07%。 公司主要客户为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其资金实力较强，资信较好，资

金回收有保障，同时，公司建立了严格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报告期内0-6个月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所占比例在90%以上，

1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所占的比例在98%以上，且未发生过大额应收账款不能收回的情形。

报告期内，医院客户回款周期较长，医疗机构对公司的回款中各年均有80%以上的货款回款期超过60天，三年及一期

合计有82.05%的货款的回款期超过60天， 且公司疫苗分销业务的主要客户———各地疾病控制中心疫苗采购经费支付审

批环节较多、周期较长，故7个月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比重呈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末、2013年末、2014年末和2015年9

月末，7个月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比重分别为2.21%、4.82%、5.57%和5.16%。

此外，尽管《福建省2014年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实施意见》还要求医疗机构应严格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回款，从货到

验收合格之日起不超过30天，但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业务中处于强势地位，公司与医疗机构的销售合同中一般不会约定

逾期回款的违约责任，医疗机构客户的回款周期普遍较长、占用流通企业的资金量较大。 未来福建省2014年药品招标进

入执行期后，预计公司业务规模将可能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如医疗机构客户不能按招标文件或销售合同规定/约定及时

回款，或公司纯销业务规模大幅增长，均可能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规模处于高位。 若公司不能对应收账款进行有效管理，进

而影响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使公司经营资金出现短缺，并面临一定的坏账损失风险，将可能影响公司的稳定经营。

（7）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的风险

公司的上游供应商主要为医药生产企业，下游销售终端主要为医院和疾病控制中心等。 医院的回款周期通常为90天

-120天，且报告期内趋于延长，疾病控制中心回款周期通常在120天以上，而上游供应商给予公司的信用期通常为30-60

天，部分疫苗生产企业还要求公司预付部分货款，因此，公司上下游的付款及收款结算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且因药品的特

殊性要求医药流通企业应对各种药品保持一定的库存量， 使得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通常较低甚至为负数。

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3,294.37万元、-7,646.53万元、17,788.90万元和-34,096.92� 万

元。2014年公司加强了回款的催收，并积极协调、优化供应商货款结算方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7,788.90万

元，得到一定改善，但若公司不能有效控制应收账款回款速度及存货周转速度，或银行借款到期不能续贷、亦不能及时通

过其他渠道筹集资金，则公司的资金周转将面临一定压力，从而对公司偿债能力和业务的扩张造成较大影响。

上述风险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

因素”等有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特此公告。

鹭燕（福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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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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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确认该事

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2015年8月13日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5），并开市

起继续停牌。 2015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2015年11月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2015年11月12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

板重组问询函（不需行政许可）【2015】第2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2015年11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回复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及《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且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11月16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

11月1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5年12月15日，公司

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12月15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6年1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

告》，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上述各项工作，若相关事项顺利推

进则预计在2016年4月30日前完成上述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以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并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

将每隔30日发布一次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完成向深圳市

元通孵化有限公司注入公司科技园土地房产及部分电子设备的增资手续；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公司

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上述批准事宜均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

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2015年11

月16日披露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之“重大风险提示” 和“第七

节风险因素”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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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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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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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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74,760.78 546,517,722.00 -22.99%

营业利润 22,337,674.40 6,410,038.45 248.48%

利润总额 25,538,752.63 12,839,426.46 9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976,381.09 14,276,265.68 3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408 0.0311 3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 2.91% 0.6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33,123,036.18 663,914,567.51 10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898,923,545.02 500,172,490.41 79.72%

股 本 510,154,376.00 460,910,600.00 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76 1.09 61.47%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0,874,760.78元，同比下降22.99%；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分别为22,337,674.40元、25,538,752.63元和18,976,381.09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248.48%、98.91%、32.92%。报告

期内公司利润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系公司于报告期内收购数字营销板块的3家公司即上海顺为广告传播有限公司、上

海利宣广告有限公司和奇思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统称“标的公司” )的100%股权已完成资产交割手续，公司根

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将标的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公司利润同比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并购成功切入数字营销领域，2015年度标的公司业绩完成情况超过预期，数字营销板块业务的利

润贡献突出，公司整体盈利状况良好，转型基本符合预期。公司将继续通过外延式并购向基于“数据、技术” 的营销SaaS服

务及CRM�领域的SaaS服务拓展，逐步打造企业级数字生态圈。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333,123,036.18元，较期初增加100.8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898,923,545.02元，较期初增加79.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1.76元，较期初增加61.47%。 报告期末公司

资产规模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系公司收购的标的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在《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1,550万元—2,000万元，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07%—

40.09%。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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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陈亚妹女士、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廖建中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素华

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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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麦达数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

600651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6-00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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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6月29

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短

期融资券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本数）的短期融资券。

2015年9月18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召开了2015年第

65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我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公司已于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2月24日发行了2016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融”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6飞乐音响CP001

代码 041669006 期限 366天

起息日 2016年2月25日 兑付日 2017年2月25日

计划发行总额 2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亿元

发行利率

3.28% (发行日 1年 期 SHIBOR+0.

07%)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 期 短 融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刊 登 在 中 国 货 币 网（www.

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

cn）的发行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

600651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6-008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

行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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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6月29

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中

期票据的议案》。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本数）的中期票据。

2015年9月18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召开了2015年第

65次注册会议，决定接受我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公司已于2016年2月23日至2016年2月24日发行了2016年度第

一期中期票据（以下简称“本期中票”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16飞乐音响MTN001

代码 101669002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16年2月25日 兑付日 2019年2月25日

计划发行总额 2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2亿元

发行利率

4.16% (发行日 1年 期 SHIBOR+0.

956%)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 期 中 票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刊 登 在 中 国 货 币 网（www.

chinamoney.com.cn） 和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

cn）的发行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52

证券简称：扬子新材公告编号：

2016-02-04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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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 2015� 年10� 月26日披露

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0-04），公司股票于当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11月2日、11月9日、11月16日、11月23日、11月26日、12月3

日、12月10日、12月17日、12月22日、12月31日、2016年1月8日、1月9日、1月15日、1月22

日、1月30日、2月5日、2月19日分别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10-05）、《重大资

产 重 组 停 牌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10-06、2015-11-01、2015-11-02、

2015-11-05、2015-12-01、2015-12-02、2015-12-04、2015-12-07、2015-12-08、

2016-01-01、2016-01-05、2016-01-06、2016-01-08、2016-02-01、2016-02-02）、

《关 于 重 大 资 产 重 组 延 期 复 牌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11-06、2015-12-05、

2016-01-0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交易相关方及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正在积极、有序地开展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交易方案的

细节进行磋商，有关各方积极商讨、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涉及的具体事项并向相

关部门征求意见，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正在编制过程中。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争取尽早完成。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标的北京乐动卓越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境外资产， 在资产、业

务、财务等各方面尽职调查工作量较大，且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方案的细节仍需进

行更深入的磋商。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晚于 2016�

年 4�月 25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及时对外披露并申请复牌。 并且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扬子江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0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6-001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辞职的

公 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 2� 月 25� 日收到公

司副董事长、董事、副总经理李永胜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永胜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

去其担任的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同时辞去本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李永胜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李永胜先

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及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李永胜先生在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副总经理期间，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各项职

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2�月 26�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公告编号：

2016-017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5日收

到公司董事髙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个人原因，髙际先生请求辞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髙际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董事人数不足法定最低人数的情形发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髙际先生的辞职自2016年2月25日

正式生效。 髙际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髙际先生在公司董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706

证券简称：良信电器 公告编码：

2016-020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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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13,049,182.73 855,705,596.40 18.39

营业利润 139,572,399.20 110,602,462.52 26.19

利润总额 147,979,479.72 119,421,475.98 23.91

净利润 124,211,769.90 100,274,817.12 2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8 1.19 -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3% 12.10% 1.3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212,945,968.71 1,038,756,302.50 16.77

所有者权益 909,699,056.96 786,739,105.06 15.63

股本 115,258,000.00 88,457,000.00 30.30

每股净资产（元）

每股净资产（元）

7.89 8.89 -11.2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304.92万元，同比增长18.39%；净利润

12,421.18万元，同比增长 23.87%。 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在建筑、电

信及新能源等行业订单增长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 2015年底公司总资产121,294.60万元，同比增长16.77%；所有者权

益90,969.91万元，同比增长15.63%；每股净资产7.89元，同比下降11.25%。

2015年末公司股本增幅超过30%，主要是由于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中

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及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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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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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980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7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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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公司实际控制人铁

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 ）通知，铁牛集团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购买

资产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980，证券简称：金马股份）已于2015年9

月29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经之后确认，该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9

日开市时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29日、10月9日、10月16日、10月23日、

10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5）、《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1）、《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

2015年11月6日，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并发布了《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4），2015年11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

日、12月4日公司发布了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5）、《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2015-068），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等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公告。

2015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公司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

满后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9），公司拟对交易方案进行调整，即在

原购买方案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本次重组购买资产的范围，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将包

括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及众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100%股权。 由

于本次重组拟购买资产的范围扩大，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相应增加，相关准

备工作尚未完成， 导致公司不能在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

告书。 公司已将该等事项提交2015年12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

时会议和2015年12月25日召开的公司2015�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

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继续停牌申请，并承诺在2016年3月29日前，按照《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12月11日，12月18日、12月25日、12月26日、2016年1月4日、1

月8日、1月15日、1月22日、1月29日、2月5日、2月19日公司发布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5-073）、《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6）、《公司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后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 (公告编号：2015-078)、《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9�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1）、《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3）、《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6-005）、《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6）、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7）。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与各相关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中介

机构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结合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

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本次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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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7,597,652,208.66 5,208,091,770.62 45.88%

营业利润 1,677,138,449.34 1,174,515,358.01 42.79%

利润总额 1,688,344,821.93 1,187,395,473.68 4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16,947,248.60 1,002,781,183.88 41.3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9 0.71 3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7% 23.45% 2.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18,433,834,336.91 10,876,503,651.97 6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65,601,250.94 4,794,291,697.83 91.18%

股 本 1,608,735,458.00 952,389,257.00 6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70 5.03 13.32%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公司“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市场份额不断扩大，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42.79%、42.19%%、41.30%。 主要原因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光学膜产能逐步释放，销售收入大幅度提高；

2、光学膜、预涂膜新产品的销售占比提高，增强了企业盈利能力；

3、通过强化内部管理，控制费用支出，期间费用率同比略有下降。

公司总股本较期初增长68.9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发行新

股所致。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10月16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正

文》中的预测的2015年公司预计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40%

-45%，140,389万元-145,403万元” 不存在差异。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