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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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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12

上电债”

2016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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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债权登记日：2016年3月3日

● 付息日（兑息日）：2016年3月4日

由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于2013年3月4日发行的上海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6年3月4日开始支付自2015年3月4

日至2016年3月3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

及时领取利息，根据《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

定，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1、债券名称：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2上电债

3、债券代码：122231

4、发行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15亿元

6、债券期限：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68号文件批准发行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55%，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0、计息期限：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5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3日

11、付息日：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3月4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3月4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为2016年3月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3、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A

14、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3年3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和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5年3月4日至2016年3月3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4.55%

3、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16年3月3日；截至

上述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付息日：2016年3月4日

三、付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在本年度付息日两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由

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

息。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

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

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

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

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12上电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2009年1月

1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

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

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3、关于向其他债券持有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五、发行人、主承销商及托管人

1、发行人

公司名称：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王运丹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268号

联系人：马连萍

联系电话：021-23108886

传真：021-23108717

2、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168号上海银行大厦29楼

联系人：寻国良

联系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4374

3、托管人

公司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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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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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厦门合兴包

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分别在2016年1月30日和

2016年2月1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

露。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2016年2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5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

下午15：00至2016年2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晓光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运营中心同安大厦2号楼19楼会议室

5、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名，股份总数187,384,40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50.3058%。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187,310,14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0.285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74,26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199%。

五、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董事选举》。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许晓光先生、许晓荣女士、林海生先生、严希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选举卢永华先生、黄健雄先生、苏伟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7人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许晓光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1.02选举许晓荣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1.03选举林海生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1.04选举严希阔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之独立董事选举》。

2.01选举卢永华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2.02选举黄健雄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2.03选举苏伟斌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董事、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16年1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郑恺靖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3.02选举许伟刚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187,374,4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6%；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990,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01%；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本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监事。

新当选的监事郑恺靖先生和许伟刚先生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林伟毅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未有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

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监事的情形，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87,374,4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47%；反对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0%；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0,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000%； 反对10,00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87,374,4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47%；反对1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5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总数0%；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990,009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0000%； 反对10,000股， 占参会中小投资者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备查文件：

1、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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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润双鹤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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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新版

GMP

认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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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

称“北京食药监局” )颁发的原料药(聚甲酚磺醛、羟乙基淀粉(200/0.5)、匹伐他汀钙、盐酸洛贝林)《药品

GMP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GMP认证相关信息

企业名称：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双桥东路2号

证书编号：BJ20160210

认证范围：原料药(聚甲酚磺醛、羟乙基淀粉(200/0.5)、匹伐他汀钙、盐酸洛贝林)

有效期至：2021年02月16日

上述认证项目为原厂地取得新版GMP证书，该品种为与其他产品共车间生产(制剂产品按生产线

通过GMP认证，而原料药按单品通过GMP认证)。 认证项目累计投入费用：178.165万元。

二、生产车间、计划生产品种及设计产能

序号

生产车间

名称

年产能 代表品种 类别

1 原料药

20吨 聚甲酚磺醛 消毒防腐药

66公斤 匹伐他汀钙 降血脂药

24吨 羟乙基淀粉(200/0.5) 血容量补充剂

12公斤 盐酸洛贝林 呼吸兴奋药

三、主要产品市场情况

序号

产品

名称

剂型 主要生产厂家 市场同类产品情况

1 聚甲酚磺醛 原料药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公司尚无法获得左述主要生产厂家相关原料

药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数据。

公 司 2015 年 该 产 品 发 出 数 量 为

20549.153kg，销售收入410.98万元。

2 匹伐他汀钙 原料药

徐州万邦金桥制药有限公司

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尚无法获得左述主要生产厂家相关原料

药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数据。

该产品为公司自产自用原料药。

3

羟乙基淀粉

(200/0.5)

原料药

赤峰迪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武汉华科大生

命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尚无法获得左述主要生产厂家相关原料

药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数据。

该产品为公司自产自用原料药。

4 盐酸洛贝林 原料药 ——— 该产品为公司自产自用原料药。

注1：主要生产厂家数据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等网站查询获得；

注2：原料药是药剂的有效成分。 原料药只有加工成为药物制剂，才能成为可供临床应用的药品，

不同剂型产品适应症会有所不同。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新版GMP证书将有利于提高公司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各类投产后的药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

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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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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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证券” )接受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委托，指派黄江宁、马义林作为公司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

称“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由其负责履行项目财务顾问职责。截至目前，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项目已顺利实现资产交割和新增股份上市，正在持续督导期中。

近日，公司接到中信证券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原财务顾问主办人马义林因工作变动

无法继续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履行相应职责。 为了切实做好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中信证券委派郭卓然接替马义林担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本次变更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黄江宁和郭卓然。

特此公告。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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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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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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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83,334,552.72 7,448,418,255.30 7.18%

营业利润 299,084,908.49 142,913,512.22 109.28%

利润总额 321,985,152.27 145,387,332.86 12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131,869.65 119,709,428.37 32.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3 0.10 3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0% 4.22% 1.0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393,058,263.72 3,790,635,900.74 4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98,098,290.74 3,070,258,260.49 -5.61%

股本 1,198,856,538.00 1,198,856,538.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42 2.56 -5.4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2015年，一方面公司全力开展业务转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拓展海外能源业务，搭建公司金融体

系，确立了“能源+金融” 的发展战略，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公司完善内控机制，强化内部

管控措施，保持了公司的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98,333.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18%， 实现营业利润29,

908.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28%，实现利润总额32,198.5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47%，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13.1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10%，基本每股收益0.13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30%。 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报告期内转让农化板块子公司股权获得转让收益；

（2）本报告期公司新并购全资子公司华信（福建）石油有限公司、上海华信集团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新设立全资孙公司华信天然气（香港）有限公司，公司通过对外投资与并购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2、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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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的业绩预计不存在重

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勇、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孟繁明、会计机构负责人张娟签字并盖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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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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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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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01月15日发布了《关于公司筹划

控股股东资产注入事项的提示性说明及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9）。 公司股票于2016年01月

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6年01月22日、2016年01月29日、2016年02月06日、2016年02月19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有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构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目前@正在对涉及重组事

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尽职调查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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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由

于本次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信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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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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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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5,240,123,752.76 6,842,111,615.99 -23.41%

营业利润 84,016,205.31 257,312,315.47 -67.35%

利润总额 89,688,860.62 263,683,058.00 -6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086,302.71 199,643,811.36 -69.40%

基本每股收益 0.12 0.38 -68.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6.76% -4.77%

2015年 2014年 增减幅度

总 资 产 5,208,282,252.89 5,002,358,965.02 4.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53,689,234.39 3,044,780,139.57 0.29%

股 本 528,000,000.00 528,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5.78 5.77 0.1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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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0,123,752.76�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3.41%，公司实现营业

利润84,016,205.31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67.3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086,302.71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9.40%。

2、2015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69.40%，主要因为：（1）销售收入下降及

经销业务毛利下降；（2）部分子公司未能完成既定经营目标，产生亏损；（3）应收账款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与公司2016年1月30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

告编号：2016-� 0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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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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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22009

债券简称：

08

新湖债

债券代码：

122406

债券简称：

15

新湖债

债券代码：

125828

债券简称：

15

中宝债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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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股份回购事项存在因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而被终止的

风险。

一、公司股权回购概况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中宝” 或“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议案》于2016年1月19日经公司2016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6年2月3日经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于2月4日公告的《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6-029号））。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资

金总额为10至2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每股5.20元。 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5.20元/股的条件下，若全额回购，预计可回购不少于38,461.54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约

4.23%，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或回购股

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

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二、债券持有人后续事宜

2016年2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08新湖债” 、“15新湖债”和“15中宝债”的2016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08新湖债” 、

“15新湖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均未形成有效决议，“15中宝债”的上述议案未获通过（详见公司公告

临2016-032、033、034号）。

鉴于上述表决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公司“08新湖债” 、“15新湖债”和“15中宝债”的《债券募集说

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方式对债券

持有人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及规则享有的权利及其行使依法做出决议，并于关于本次回购的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告知公司。 债券持有人如逾期未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方式依法向公司提

出主张，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三、重要风险提示

股份回购事项存在因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额外担保而被终止的风险。 该风险待

关于本次回购的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后才能明确。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16-036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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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近日接第一大股东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3,806,910,17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41.84%，下称"新湖集团"）通知，新湖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9,000,

000股质押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0.10%，质押期限自2016年2月23

日至质押登记解除日止,并于2016年2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

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新湖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2,805,459,226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30.83%。

新湖集团本次股份质押主要用于融资周转，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经营收入、经营利润等综

合收入。 新湖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494

证券简称：华斯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5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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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元） 566,909,774.58 833,882,864.06 -32.02%

营业利润（元） 16,472,107.01 107,940,648.16 -84.74%

利润总额（元） 23,091,403.11 117,031,762.02 -8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8,066,889.18 94,824,397.71 -80.9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5 0.28 -82.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 7.28% -5.9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元） 2,299,840,448.20 2,140,326,450.93 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1,404,721,864.48 1,391,925,121.81 0.92%

股本（元） 348,478,000.00 174,239,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03 7.99 -49.56%

注：编制合并报表的公司应当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状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6,909,774.58元、营业利润16,472,107.01元、利润总额23,091,

403.11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066,889.18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减少32.02%、84.74%、

80.27%、80.95%。主要原因一方面本公司商铺经营权转让及子公司肃宁京南裘皮城有限公司商铺销售

的收入、利润减少所致，另一方面报告期内本公司受俄罗斯经济萧条的影响，本期俄罗斯市场收入、利

润减少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为2,299,840,448.20元，同比增长7.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404,721,864.48元， 同比增长0.92%； 股本为348,478,000.00股， 同期增长

100.00%，主要是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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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3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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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573,137.17 476,778,164.44 23.87%

营业利润 132,587,538.62 37,180,499.12 256.61%

利润总额 128,687,020.12 36,953,173.78 24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188,709.40 34,354,842.46 241.11%

基本每股收益 0.27 0.08 2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5% 3.99% 1.8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3,327,706,553.75 989,956,607.39 23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93,341,722.55 916,000,729.53 237.70%

股 本 429,914,437.00 281,600,000.00 5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7.20 3.25 121.54%

注：1、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司于2015年6月实施

2014年权益分配方案， 以公司总股本348,786,989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0元人民币现

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实现营业总收入590,573,137.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87%；实现营业利润132,587,

538.6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6.61%；实现利润总额128,687,020.12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8.2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188,709.4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1.1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

旗下全资子公司经营状态好，业务发展呈上升趋势，带动公司整体利润的大幅度提升。

2、报告期末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236.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长237.70%、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长121.54%，主要是发行股份购买子公司资产及公司整体业绩增长

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期初增长52.6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发行新股增加股本。 公司财务状

况良好，没有其他对财务数据指标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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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年度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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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695

证券简称：煌上煌 编号：

2016

—

002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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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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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151,074,787.93 983,980,418.35 16.98%

营业利润 83,381,076.71 119,589,710.79 -30.28%

利润总额 86,353,221.98 120,320,640.37 --2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80,585.42 98,629,108.77 -3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8 0.8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6.83% -2.7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828,016,861.50 1,599,989,157.05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27,791,907.00 1,481,906,777.13 3.10%

股本 126,658,422.00 126,658,4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2.06 11.70 3.08%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1、2015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115,107.48万元，同比增长16.98%；实现营业利润8,338.11万元，同

比下降30.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88.06万元，同比下降38.27%；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

0.48元，下降了40.00%。

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98%，主要为公司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

围增加所致；同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了38.27%，主要原因为2015年公司继续加快

市场拓展和门店开发力度，门店租赁费、门店转让费、门店装修费、人力成本、广告促销、品牌推广等市

场费用同比大幅增加，从而致使销售费用同比较大幅度上升。

2、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182,801.69万元，较期初增长14.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152,779.19万元，较期初增长3.1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12.06元，较期初增长

了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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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度

经营业绩的预测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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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