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

2016

–

01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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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1,685,144,898.84 1,130,304,344.35 49.09%

营业利润 203,392,704.32 93,723,357.41 117.01%

利润总额 220,359,271.27 108,795,677.05 10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4,401,566.12 75,468,672.09 14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297 0.1012 12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6% 8.52% 增加1.2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4,428,867,723.50 2,278,382,846.29 9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2,588,103,844.79 1,553,564,031.07 66.59%

股本 837,640,035.00 266,433,085.00 2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3.09 5.83 -47.00%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报告期内，公司因2015年半年度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8股，故上年同期基本每

股收益按转增后的股本重新计算列报。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围绕2015年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工作，已形成了乳业及文化板块业务协同发展的模式，取得

了较好的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8,514.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09%；营业利润

20,339.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440.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144.34� %，主要原因为：

1．公司通过强化“聚焦产品，专业精耕”的销售管理机制，优化产品销售策略，继续加大广西、云南

两大核心市场渠道深耕，扩大省外市场业务规模，使乳业板块实现的利润稳步上升所致。

2．公司积极推进双主业的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对文化板块业务的并购重组，加强旗下企业间的经

营整合，增强文化产业链协同效应。 收购的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有效提升了公司整体

的盈利能力。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比报告期初增长94.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比报告期初增长66.59%，主要原因为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收购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形成资本公积金增加所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比报告期初减少47.00� %，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非公开发行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披露的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对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120%至150%。 本次业绩快报与业绩预计无差异。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黄嘉棣先生、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蒋雪娇女士、会计机构负责人孙

红霞女士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陆明峰先生签字并盖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Ο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53

证券简称：永东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5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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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865,344,077.83 848,356,946.93 2.00%

营业利润 65,755,223.82 69,032,644.41 -4.75%

利润总额 62,506,597.06 70,685,136.34 -1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2,530,392.54 59,611,232.13 -11.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42 0.8056 -26.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3% 12.42% -4.99%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994,526,541.69 819,412,598.85 2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855,209,611.74 511,036,349.05 67.35%

股本 98,700,000.00 74,000,000.00 3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8.66 6.91 25.33%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5,344,077.8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利润总额62,506,597.06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11.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2,530,392.5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88%。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994,526,541.69元，同比增长21.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855,209,611.74元，同比增长67.3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8.66元，增加25.33%，

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变动幅度为-27.87%至-7.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4,300万元至5,500万元。 本

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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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永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13

证券简称：东易日盛 公告编号：

2016-003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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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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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230,030.33 188,001.69 22.36%

营业利润 16,853.90 14,364.85 17.33%

利润总额 15,666.23 15,363.05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381.90 11,630.48 -10.7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4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2% 14.17% 4.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 资 产 212,812.65 166,193.39 28.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95,868.61 92,977.14 3.11%

股 本 24,968.10 12,484.05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84 7.45 -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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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１、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实现营业总收入230,030.33万元，同比增长22.36%；营业利润

16,853.90万元，同比增长17.33%；利润总额15,666.23万元，同比增长1.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0,381.90万元，同比下降10.74%；基本每股收益0.42元，同比下降12.50%。

2、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12，812.65万元，比上年末增长28.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5,868.91万元，比上年末增长3.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84元,比上年下降48.45%，主

要原因是2015年度配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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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2015年

度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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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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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14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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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718,094,577.76 3,242,645,389.57 14.66%

营业利润 15,495,063.18 5,631,181.65 175.17%

利润总额 50,791,288.55 40,582,922.01 2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295,652.70 42,570,279.84 8.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155 0.1076 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6 2.72 0.1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135,839,940.83 3,658,130,097.75 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1,644,177,563.56 1,597,046,844.46 2.95%

股 本 401,000,000.00 401,0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10 3.98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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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的说明

本期销售收入增长、综合毛利有所提升；汽车结构件业务基本量产，实现盈利。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增减变动主要原因的说明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上升175.17%，原因见前述“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说明” 。

三、是否与前次业绩预告存在差异的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和股价异动情况说明

1、公司未出现业绩提前泄漏的情况。

2、未出现因外界业绩传闻导致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出现异动的情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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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6-01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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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184,093,581.52 2,921,157,257.14 9.00%

营业利润 500,036,485.19 409,993,446.19 21.96%

利润总额 501,053,476.34 410,559,617.06 2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214,582.80 354,495,205.54 19.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31 21.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7.99%

增长0.92个百分

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702,196,824.24 5,087,911,365.80 1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4,821,751,095.48 4,554,101,830.59 5.88%

股本 1,127,500,400.00 563,390,000.00 10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28 4.04 5.9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18,409.36万元，同比增长9.00%，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销售

收入增长所致。

2、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0,003.65万元，同比增长21.96%；2015年公司利润总额50,105.35

万元，同比增长22.04%；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521.46万元，同比增长19.95%；利

润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报告期销售收入增长、期间费用率的降低。

3、报告期末，公司的股本总额同比增长100.13%，主要是因为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1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公司2015年业绩预计是：“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净利润同比变动幅度预计为10%~30%”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增长19.95%，与前期披露的业绩

预告中的预计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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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05

证券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6-22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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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2015年度 2014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11,215,098.04 4,154,733,583.22 8.58%

营业利润 -642,702,623.19 -267,938,581.54 -139.87%

利润总额 53,986,269.13 55,873,344.47 -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9,938,468.08 13,950,995.19 4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43 0.�0109 31.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29% 增加0.07个百分点

2015年末 2014年末 增减幅度

总资产 13,175,828,327.07 12,935,999,728.74 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521,358,838.03 5,554,758,126.45 -0.60%

股 本 1,396,400,000.00 1,396,400,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3.95 3.98 -0.7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为小家电及LED产品的生产及销售， 与上年

同期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国内LED芯片产能持续过剩，LED芯片的价格比上年同期有较大

幅度下跌；同时由于LED元器件供过于求的情况并未改善，致使需求量最大的

通用LED照明灯具终端价格大幅降低。 根据LEDinside以及国内主要LED业

者估计，2012-2104年LED元器件每年的价格跌幅约为25-30%，但2015年跌

幅高达近40%。这种情况虽然有利于半导体照明渗透率的提升，但却大幅降低

LED元器件的生产价值。在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半导体照明行业面临激烈

的市场竞争。 报告期内，公司LED业务的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小家电业务在人民币整体贬值的背景下， 订单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

增长。同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小家电产品的材料成本得到有效的控

制，公司小家电业务的营业收入及毛利率均比上年同期小幅上升。

1、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小幅上升8.58%，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

小家电业务比上年增长约15%，LED产品营业收入与上年持平所致。

2、营业利润比上年下降139.87%，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LED业务盈利大

幅下降及公司计提对维美盛景的长期投资减值准备3.5亿元所致。

3、在营业利润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公司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与上年基本持平，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子公司

凯雷电机获得股权转让收益4.66亿元（税前）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2015年10月30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1,395万元-2,093万元之间。 本次业绩

快报的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2015年度公司计提了大额的资产减值准备，该等减值准备尚需经过注册

会计师审计确认；同时公司转让子公司的股权转让收益也需以注册会计师审

计后结果为准，因此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公司

的财务数据经会计师审计后发生较大变化从而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数据，

本公司将及时对本次业绩快报进行修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

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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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21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

2016-013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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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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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371,790.37 1,263,062,267.04 28.69%

营业利润 180,999,996.48 164,933,527.32 9.74%

利润总额 198,373,929.33 175,098,887.45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0,540,989.66 112,167,858.11 43.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92 0.2312 2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7% 11.16% -2.0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999,621,375.14 2,600,385,358.72 9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637,873,090.37 1,617,669,537.17 63.07%

股本 642,482,792 255,800,000 15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1057 6.3240 -35.08%

注：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62,537.1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28.69%；营业利润18,1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74%；利润总

额19,837.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6,054.10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3.13%。 业绩增长主要由

于：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在智慧医疗领域布局，同时把握住轨道

交通市场的战略机遇，主营业务快速增长，智慧医疗、智慧建筑、智慧

交通板块均实现了战略目标。

（2）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了江苏久信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信医疗” ）100%股权，本期该

公司11、12月份的业绩纳入了合并报表。

（3）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速高于营

业利润与利润总额增速， 是因为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

长，增速较高。

2、财务状况

本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499,962.14万元， 较期初增长

92.26%。 主要原因为久信医疗纳入合并报表、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深圳达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经营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263,787.31万元，较期初增长63.07%，主要原因为报

告期内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久信医疗股权以及募集交易配套资金所

致；股本为64,248.28万股，较期初增长151.17%，主要原因为报告期

内公司第二期限制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份上市、实施2014年度

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2股的利润分配方案、购买久信医疗股权以

及募集交易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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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6-01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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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

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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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0,140,343.11 5,171,048,660.00 8.68%

营业利润 1,124,748,317.97 1,081,328,027.80 4.02%

利润总额 1,204,526,859.82 1,124,838,425.36 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04,328,896.75 1,038,654,013.57 6.3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172 0.7013 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4% 20.74% -5.5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1,091,440,576.81 7,923,961,761.50 3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8,462,079,575.07 6,287,895,827.15 34.58%

股本 1,564,561,700.00 1,514,806,948.00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5.48 4.16 31.73%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应以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填列，净资产收益率为按加权平均法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620,140,343.1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68%；实现营

业利润1,124,748,317.9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02%；实现利润总额1,204,526,859.82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104,328,896.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32%。

报告期内，一方面，公司在保持原有业务持续增长的同时，不断转变经营理念、推崇业

务模式的创新，用互联网思维逐步完善传统软件企业运营模式，实现公司利润稳步增长；另

一方面，公司借助收购、参股等方式，继续在外延式发展这条路上大步前行，利用资本市场

的发展，逐步实现公司并购整合、发展壮大。

2.增减变动浮动达30%以上的主要财务指标说明

总资产比上年同期增长3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比上年同期增长

34.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1.73%。 主要原因系公司2015年度利润增长，

发行股份购买深圳市至高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东华万兴新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东华互联宜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所有者投入及被投资单位-北京东方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按公允价值计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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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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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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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28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会议于

2016年2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核通过，聘任张建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自本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

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向上海农商银行黄浦支行申请黄金租赁授信

625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公司为该项黄金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6年3月18日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基本情况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18日下午14∶00

3、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3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369号1楼会议室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张建兵简历。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张建兵先生简历

张建兵，男， 1969年出生，2000年加入刚泰集团有限公司，曾任浙江刚泰汽车服务公司总

经理、台州市刚泰房地产公司总经理、上海刚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现聘任为甘肃刚泰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6-029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625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向上海农商银行黄浦支行申请黄金租赁授信

625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公司为该项黄金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201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88号1008室

法定代表人：赵瑞俊

经营范围：黄金饰品、铂金饰品、珠宝首饰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止2015年9月30日，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3,312,657,610.04元，总负

债为2,627,915,049.44元，净资产为684,742,560.60元。 实现营业收入3,816,111,266.94元，

营业利润189,287,038.50元，实现净利润151,151,525.71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625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类型：黄金租赁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项担保。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向上海农商银行黄浦支行申请黄金租赁授

信6250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公司为该项黄金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我们同意公司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就该项黄金租赁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甘肃大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112,000

万元，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82,150万元，为全资孙公司国鼎黄金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49,250万元， 为全资下属公司台州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3,000万元，

累计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246,4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1.24%。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3、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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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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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3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3月18日 14�点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369号1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3月18日

至2016年3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

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于2016年2月27日披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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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

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687 刚泰控股 2016/3/1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凡在2016年3月11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本次会议；

（二）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16年3月17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持股

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到公

司办公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32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登记；

（三）异地股东可于2016年3月17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联系方式：

电 话： 021-68865161

传 真： 021-68866081

联 系 人：马杰

（五）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

办理相关手续。

六、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3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股份类别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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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 9�月 12�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并经 2015�年 9�月 28�日召开的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6年1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修订）》。 内容

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相关要求，现将公司第 1�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16�年 2�月 26�日，“浙商睿众2号分级特定多客户级资产管理计划”通过二级

市场购买的方式共计买入公司股票3,6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25%� ，成交金额合计55,

582,960.34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