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076

证券简称：雪莱特

证券代码：002396

公告编号：2016-01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98,194,643.37

441,854,100.18

80.65%

营业利润

56,119,915.76

10,706,425.16

424.17%

利润总额

65,076,381.18

20,182,625.25

2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692,231.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7,259,218.37

0.1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37

6.35%

总资产

股

本

102.99%

4.19%

本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40.06%

2.16%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1,428,231,246.39

611,547,748.46

133.54%

987,790,637.52

412,034,111.14

139.74%

367,159,836.00

184,270,676.00

99.25%

2.69

2.24

2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注：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00202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1、营业总收入798,194,643.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0.65%，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将富顺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合并所致。
2、营业利润56,119,915.7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4.17%，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将富顺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营业利润合并所致。
3、利润总额65,076,381.1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2.44%，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将富顺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利润总额合并所致。
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692,231.7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40.06%，主要原因为：本报告
期将富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净利润合并所致。
5、总资产1,428,231,246.39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133.54%，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末将富顺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所致。
6、股本367,159,836.00元，比本报告期初增加99.25%，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完成发行股份并购富
顺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募集配套资金、 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 实施完成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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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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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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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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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2,168,042.36

3,641,686,743.88

23.90%

营业利润

318,706,095.94

198,213,418.95

60.79%

利润总额

529,205,522.83

405,899,925.36

3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320,980.30

241,752,733.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1,415,696,356.95

1,235,496,145.95

增减变动幅度（％）
14.59%

营业利润

186,347,242.58

124,396,424.29

49.80%

利润总额

196,958,145.32

126,915,30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014,483.90

107,080,366.23

5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80

0.397

46.10%

5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43%

9.680%

增长了1.66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939,907,742.86

2,064,659,374.11

4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216,852,096.57

1,398,538,401.56

58.51%

319,587,943.00

286,450,919.00

11.57%

6.937

4.882

42.09%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6-021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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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
换届选举（以下简称“
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董事会依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
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董事任期三年，
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二、选举方式
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
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等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同时，股东
大会选举董事时，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的表决将分别进行。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三届董
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提名推荐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额不
得超过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总人数。
2、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
三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推荐人提名推荐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名额
不得超过本次应选独立董事总人数。
3、董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推荐人应在2016年3月10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2、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推荐的董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将符合资格
的董事人选提交公司董事会。
3、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从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的董事人选中审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
提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4、董事候选人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
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5、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
限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
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其材料经审核无异议后公司将按计划召开股东大会选举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自然人，凡具有下述条
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8、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内容。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上述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1、具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要求的独立性；
2、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
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3、以会计专业人士身份被提名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应当具备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
注册会计师资格、高级会计师或者会计学副教授以上职称等专业资质；
4、其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有关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条件和要求；
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6、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1）在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
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2）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3）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
员及其直系亲属；
（4）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5）为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
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6）在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
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7）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6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8）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9）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10）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11）担任（兼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超过四家的人员；
（12）其他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禁止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人员。
六、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2、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还需提供独立董事培训证
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票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必须在2016年3月10日17:00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至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人：王勇 陈燕
联系电话：0731-89935187
联系传真：0731-89935152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振华路28号
邮政编码：410116
八、附件
1、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附件：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书

0.4591

7.65%

11.64%

-0.0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360,632,770.97

3,914,141,086.13

3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615,053,629.31

2,145,568,996.36

21.88%

539,111,233.00

351,060,000.00

53.57%

4.8507

6.1117

-20.63%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证券代码：603789

提名的候选人
类别

□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信息
年龄

性别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 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简历（包括学历、职 称、详
细工作履历、 兼职情况等，
可单独 提供附件）
其他说明 （包括但不 限于
与公司或公司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 制人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是否受过中国 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 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盖章/签名）：
年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候选人信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联系电话

联系传真

电子邮箱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条件

其他说明（包括但不限于与
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等）
提名人（盖章/签名）：
年

月

日

公告编号： 2016-022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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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月

日

公告编号： 2016-023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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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1,891,829,536.08

1,527,098,686.90

营业利润

127,814,363.10

77,844,902.23

64.19%

利润总额

137,362,720.07

87,972,962.69

5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064,732.08

增减变动幅度
23.88%

65,799,710.09

65.75%

1.300

0.792

64.14%

14.13%

9.11%

5.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433,952,986.36

1,054,270,538.21

1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2,001,404,475.37

742,583,292.29

169.52%

112,191,966.00

85,900,000.00

30.61%

17.84

8.64

106.48%

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简称：星光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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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司” ）于2016年2月6日发布《星光
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停牌公告》（公告号：2016-012）： 因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15日起停牌。 2016年2月20日， 公司发布了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3）。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初步方案涉及对外收购A公司和B公司控股权（以上两公司简
标的公司” ），并对标的公司增资和公司自身项目建设等。
称“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全力推进本次标的公司收购和非公开发行股票
等各项工作，对本次标的公司收购和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充分商讨论证，并正积极开
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
二、延期复牌的原因
目前，公司正在筹划的标的公司收购和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尚需进一步论证，仍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 该程序仍在进行中。
公司本次拟收购的两家标的公司均系农机制造企业，其中，对A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
量较大，难以于2016年2月26日前完成审计、评估工作。 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与A公司股东达成合作意向时间较晚，导致审计、评估机构正式进场工作的时
间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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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公告编号：2016-01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32,548,053.30

541,521,083.36

16.81%

38,963,603.26

10,275,603.89

利润总额

55,985,625.39

13,277,891.00

32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545,145.68

6,563,968.21

1142.31%

0.02

850.00%

5.30%

0.45%

4.8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50.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注：(1)上述数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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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89,182.9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3.88%；营业利润12,781.44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19%；利润总额13,736.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0,906.4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5.75%。
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的主要原因为：
一是公司管理层根据挂面行业的市场现状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加大对产品的营销力度，实现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二是营销费用投入更加有的放矢，同时，严格控制职能部门费用，管理费用同比下降；三是
公司重点打造的华东市场的前期投入已经产生效益。 基于上述因素，在今年消费环境低迷的宏观因素影
响下,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毛利和净利仍然实现快速增长。
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243,395.30万元， 比期初增长1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00,140.45万元，比期初增长169.52%。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26,666,666 股，收到募集资
金净额117,750.54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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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披露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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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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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单位：元

原材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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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

2、A公司经营模式主要采取经销模式，经销商数量较多，单一经销商的销售金额较小，
且经销商的地域分布广，导致本次审计、评估工作中对其销售收入的真实性核查工作量较
大；
3、大部分客户春节后上班较晚，导致销售收入和往来的询证函回函周期长。
公司无法按照原定计划复牌。鉴于本次标的公司收购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仍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9日起继续停牌。
三、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要求相关各方尽快推进本次标的公司收购和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尽快完成相关工作；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
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2014）等相关规定，于本次公告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
工作日（含停牌当日）内公告该事项的相关进展情况等。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6日

资产名称

在产品

账面价值
22,774,849.96
1,039,637.67

库存商品

333,363,100.01

周转材料

174,885.94

发出商品

5,127,188.89

合计

362,479,662.47

279.19%

总资产

2,673,781,725.92

1,781,980,30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80,549,683.69

1,469,133,089.32

34.81%

股本

434,237,786.00

389,990,000.00

1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4.56

3.77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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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632,548,053.30元，同比增加16.81%。 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279.19%及利润总额同比增加32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1,545,145.68元，
同比增加1142.31%，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新增深圳市酷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幻文
科技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
三、与前次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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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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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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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6
年2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24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郑合明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9名董事均
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
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6-017）。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对子公司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18）。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6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简历（简历（包括学历、职
称、详细工作履历、兼职情
况等））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独立董事（请在董事类别前打“
√” ）

姓名

证券代码：002661

提名人
联系电话

股本

提名人
联系电话

提名人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
换届选举（以下简称“
本次换届选举” ），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现将第
四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
事1名。 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二、监事候选人的推荐
1、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样本见附件）
公司监事会、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3%以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三
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第四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
单一股东提名推荐的监事候选人名额不得超过本次应选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2、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的产生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三、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1、推荐人应在2016年3月10日前，按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推荐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
提交相关文件。
2、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将对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人选进行资格审查，并将符合资格的股东
代表监事人选提交公司监事会。
3、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从提交的符合资格的监事人选中审议确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
以提案形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本次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将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代表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
应选股东代表监事人数相等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4、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
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5、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与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四、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须具有法律、财务、会计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具备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工作经验，具有与股东、职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进行沟通的能力，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公司
监事：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5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5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
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
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3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6、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7、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8、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推荐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1、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2、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3、推荐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4、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推荐人为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1、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2、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原件备查）；
3、股票帐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推荐人向公司监事会推荐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1、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2、推荐人必须在2016年3月10日17:00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以收件邮戳时间为准）至公司
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陈燕
联系人：王勇
联系电话：0731-89935187
联系传真：0731-89935152
联系地址：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园振华路28号
邮政编码：410116
七、附件
1、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附件：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书

营业总收入

视频信息应用的产业链中， 打造出有竞争力的综合解决方案， 同时在相关领域继续保持一定的领先优
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1,216.80万元，较上年增长23.90%；营业利润31,870.61万元，较上年
增长60.79%；利润总额52,920.55万元，较上年增长30.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32.10万
元，较上年增长8.51%。
2、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分别比同期增长60.79%、30.3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公司的企
业级网络产品销售收入增长，同时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福建四创软件有限公司与德明通讯（上海）
有限责任公司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536,063.28万元，较期初增长36.96%，主要原因是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
司福建四创软件有限公司与德明通讯（上海）有限责任公司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53,911.12万元，较期初增长53.57%，原因是报告期内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在披露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1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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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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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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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1569.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4.59%，其中成品药销售收入
77185.4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87%，原料药销售收入57475.9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6%，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
2、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为18634.72万元、19695.81万元和
16601.45万元，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9.80%、55.19%和55.04%，主要是
由于销售收入及制剂重点产品的增长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增加42.39%与58.51%，主要是公司
收购深圳市巨烽显示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增加
46.10%与42.09%，主要是公司销售增长，净利润大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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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长吕钢先生、财务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陈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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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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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5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在下一代网络、云计算、统一通信、物联网、智慧社区和数字家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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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人

8.51%

0.4942
1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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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B033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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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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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6年2
月26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6年2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
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3名监事以通讯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林华丽召集。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经过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会议以 3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
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7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
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减值
测试。 根据测试结果，公司部分资产存在减值的情形。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到2015年12
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对部分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
1、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本报告期内，由于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结构变化，根据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
策的相关规定，经计算本期应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1,748,884.23元。
2、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本报告期内，由于其他应收账款余额及账龄结构变化，根据公司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政策的相关规定，经计算本期应计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971,371.31元。
3、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期初账面余额为15,276,525.89元，本期计提16,922,056.63元，本期转
销6,293,421.68元，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账面余额为25,905,160.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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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商誉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2011年以59,850,000.00 元对广州市集盛服饰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集盛” ）增资，增资完成后取得广州集盛51.22%的股权。 公司购买日享有企业合并
时初始投资成本与投资时应享有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部分形成商
誉19,237,315.96元。 广州集盛商誉的期初账面余额为19,237,315.96元，本期计提2,
080,000.00元，期末广州集盛商誉的账面余额为17,157,315.96元。
5、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商誉，计提减值损
失金额32,722,312.17元，计入2015年度会计报表。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5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32,914.13 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减少21,032,914.13元 。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核算
数据，具体减值金额以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
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
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关于公司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表示同意。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
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现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宇鑫（广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东宇鑫” ），注册资本为28,500,000元。 本
公司出资60,900,000.00 元，持有50.88%的股权。 广东宇鑫自2014年以来连续两年亏损，
且该公司后续经营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 截至到2014年度，该笔投资所形成的商誉24,
546,710.80元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等
相关规定，公司根据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长期股权投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于2015年度对广
东宇鑫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32,700,000.00元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将减少2015年度母公司利润总额32,700,000.00元，不会影响合并报表利润
总额。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对子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公允反映公司及子公司
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
理性。
四、独立董事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并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及子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对《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表示同
意。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资产状况，
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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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2月26日收到公司董事周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周林先生由
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周林先生
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 上述辞职报告自2016年2月26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周林先生辞去
公司董事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
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周林先生在任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2 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