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losure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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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2016年2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6年2月26日以现场与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吴建先
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会议形
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
及其摘要。
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和201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和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详细情况见刊登于2015年7月21日及2015年8月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要求，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的6个月内，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
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许可的的方
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现因公司股票长期停牌等原因（公司股票于2015年9
月30日上午开市时起停牌至今），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
买公司股票。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同意并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后的《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认为修订后的《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
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
关联董事李晓琴女士、谢贵兴先生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
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根据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详
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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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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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16年2月22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6年2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汤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形成
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合法，计提依据充
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
公司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
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修订后的《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等相关规定，同意修订后的《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监事徐永华、戴益明对本议案进
行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监事参与本议案的表决。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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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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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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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
2015年12月31日对存货、应收款项、固定资产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和分析，对各类
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固定资产及其他流动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 根据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需要对可能
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本次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等，2015年1-12月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为162,490,484.21元， 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绝对值的比例为157.02%。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金额为162,490,484.21元（已扣除转回减值准
备金额22,793,254.07元），扣除企业所得税影响后，公司合并报表2015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将减少161,648,260.22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将减少161,648,260.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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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本年减少数
项目
一、坏账准备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其中：应收账款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数

25,130,478.14

13,633,195.96

12,502,717.55

转回

-

26,260,956.55

22,878,829.73

8,325,998.74

11,981,246.85

-

单项评估计提

-

3,476,958.80

-

-

3,476,958.80

小计

22,878,829.73

11,802,957.54

11,981,246.85

-

22,700,540.42

2,251,648.41

1,830,238.42

521,470.70

-

3,560,416.13

按账龄分析法计提
其他应收款

年末余额

其他原因
转出

19,223,581.62

单项评估计提

-

-

-

-

-

小计

2,251,648.41

1,830,238.42

521,470.70

-

3,560,416.13

18,150,614.27

171,422,
169.37

10,290,536.52

-

179,282,247.12

二、存货跌价准备

在产品

建造合同预计损失

7,302,940.04

164,002,
340.90

6,241,317.60

其他在产品

2,443,546.42

2,495,815.56

3,495,815.56

-

1,443,546.42

8,404,127.81

4,924,012.91

553,403.36

-

12,774,737.36

263,751.92

228,372.95

-

-

492,124.87

43,544,844.33

185,283,
738.28

22,793,254.07

-

206,035,328.54

原材料
三、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合计

-

165,063,963.34

（一）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对
2015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1,130,
478.41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09%。
（二）存货跌价准备
1、建造合同预计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建造合同》第二十七条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
总收入的，应当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 公司分别根据履行中的建造合同
预计总成本及预计合同总收入测算预计损失， 扣除各建造合同已确认的营业毛
利亏损后， 拟对2015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建造合同在产品成本计提由
于建造合同预计损失产生的在产品存货跌价准备157,761,023.30元 （已扣除转
回减值准备金额6,241,317.60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的152.45%。 其中，单项计提减值准备占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超出30%以上的建造合同情况如下：
单位：元
产
品
名
称

资产可回收
金额
（7）
=（1）（6）

计提减值准
备
（7）
=（3）（4）
=（5）（7）

80,731,
287.66

153,038,
312.34

53,878,
306.96

152,832,
623.34

148,666,
904.82

85,102,
695.18

67,729,
928.16

22,364,
914.20

9,105,
263.84

322,108,
177.97

-32,429,
576.82

41,534,
840.66

249,915,
119.97

368,854,
506.48

551,506,
370.45

205,711,
430.70

163,143,
075.78

已确认毛利
损失
（4）

至完成时预
在产品账面
计还要发生
金额
的成本
（5）
（6）

数
量

合同预计收
入
（1）注

A
客
户

2

233,769,
600.00

415,171,
008.71

181,401,
408.71

127,523,
101.75

206,916,
619.30

B
客
户

2

233,769,
600.00

401,526,
632.18

167,757,
032.18

100,027,
104.02

浮
吊
起
重
船

C
客
户

1

289,678,
601.15

353,578,
356.01

63,899,
754.86

合
计

-

-

757,217,
801.15

1,170,275,
996.90

413,058,
195.75

平
台
供
应
船

合同预计成
本
（2）

合同损失
（3）
=（2）（1）

客
户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依据充分，能够公允地反映截止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
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审批程序合法，计提依据充
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
公司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
允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公司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
同意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并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开展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审计， 最终
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财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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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摘要（
修正案）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六年二月
特别提示
1、《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4 号： 员工持股计划》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制
定。
2、本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后，主要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
润邦股份股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后的6个月内，员工持股计
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
律法规许可的的方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若因信息敏感期、公司股票停牌等
原因导致员工持股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内无法实施，则员工持股计
划延长6个月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3、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为10%，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
望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中员工持有份额的本金回收及不
超过10%的年化收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员工持股计划清算后扣除因实施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所发生的相关税费后， 持有人具体收益将根据实际回报率的不
同区别处理。
4、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对象为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全体员工中符
合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条件并经董事会确定的员工，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员工以及董事会认定的其他员工，总人数不超过50人，具
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合法方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金额和份额根据实际
缴款金额确定。 持有人按照认购份额按期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员工持股计划的
缴款时间由公司统一通知。 持有人认购资金未按期、足额缴纳的，则自动丧失相
应的认购权利。
6、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筹集资金总额上限为1,500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
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1,500万份。 公司全部有效
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单个员工
所持持股计划份额（含各期）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
1%。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数不包括员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
获得的股份、通过二级市场自行购买的股份及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股份。
7、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方式为公司自行管理。
8、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和锁定期：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为不超过24个月，
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日起计算。 本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
定期为12个月，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买入过户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计算。
9、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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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1,152,410,586.28

1,065,177,741.88

营业利润

193,790,829.44

165,752,313.30

16.92%

利润总额

202,982,880.51

170,677,583.72

1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885,599.08

148,789,907.80

基本每股收益（元）

8.19%

18.21%

0.1392

0.1378

1.02%

7.11%

14.00%

-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281,003,773.95

3,779,252,3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554,114,034.22

2,393,007,032.65

6.73%

1,263,390,000.00

505,356,000.00

150.00%

2.02

4.74

-57.38%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13.28%

证券代码：002538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2016-4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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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297,385.68

237,836.21

25.04

营业利润

25,913.98

14,787.37

增减变动幅度（％）

75.24

利润总额

27,721.75

16,99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678.08

14,406.85

7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24

6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14

11.61%

8.43%

3.1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10,576.65

337,941.63

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01,197.44

176,675.84

70.48

71,812.03

29,600

142.61

4.19

5.97

-29.73

股

本（万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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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指

本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

指

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员工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会议

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

管理委员会

指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标的股票

指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取得并持有的润邦股
份股票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规范运作指引》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指导意见》

指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

《备忘录第 34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4 号：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章程》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

《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协议书》

指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协议书》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2）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任职的核心骨干员工。
（3）经董事会认定的其他员工。
（二）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范围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包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
工，合计不超过50人，具体参加人数根据员工实际缴款情况确定。
（三）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核实
公司监事会对持有人名单予以核实，并将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予以说明。
（四）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原则、持有人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设立时资金总额上限为1,500万元，以“份” 作为认购单
位，每份份额为1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份数上限为1,500万份。 单个员工起始
认购份数为1万份（即起始认购金额为1万元），超过 1 万份的，以 1 万份的整
数倍累积计算。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具体持有份额以员工最后确认缴纳的金额
为准。 公司全部有效的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10%，单个员工所持持股计划份额（含各期）所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为实施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员工， 预计不超
过50人。
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他员工的名单及份额分配情况如下
所示：
序号

持有人

职务

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总份额的比
例（%）

持有份额（万份）

1

谢贵兴

董事、副总裁、董事 会 秘
书

80

5.33%

2

戴益明

监事

20

1.33%

3

徐永华

监事

30

2.00%

4

孙建成

副总裁

80

5.33%

5

李晓琴

副总裁

80

6

林波

副总裁

80

5.33%

1,130

75.33%

1,500

100%

7

其他不超过44名公司员工

合计：不超过 50人

5.33%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进入
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4）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管理委员会在决定买卖公司股票时应及时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是否处于股
票买卖敏感期。
（五）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实施本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3、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作出决定；
4、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5、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
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六）自行管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行管理， 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
方，负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管理事宜。
六、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及权益处置办法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构成
1、公司股票：本员工持股计划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现金存款和应计利息；
3、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独立于公司的固有财产， 公司不得将员工持股计划资
产委托归入其固有财产。 因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运用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
产和收益归入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上市公司及其债权人无权对员工持股计划项
下资产进行冻结、扣押、质押或进行其他处分。
现金资产分配：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存续期内，管理委员会根
据市场情况陆续将全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出售并收回现金， 收回的现金不
得再用于投资，应当按持有人所持份额的比例进行分配。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收益分配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为10%，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
业有限公司承诺对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中员工持有份额的本金回收及不超过
10%的年化收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10%为实际回报低于根据年化10%的回报
率计算所得回报时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承诺的保底年化收益率，不
计复利。 持有人具体收益根据实际回报率不同区别处理，具体情况如下：
实际回报率=（本计划兑付或清算时资产规模 - 初始资产规模）/初始资产
规模。 上述“
初始资产规模” 及本文中“
本金” 是指员工初始出资，不扣除任何税
费。 本计划兑付或清算时资产规模需扣除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费、托管费及其他相
关费用。
持有人实际回报根据不同情况做如下分配处理：
（1）实际回报率≥[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员工持股计划已运作天数/365]
如实际回报率大于等于根据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计算所得回报， 则清算后
扣除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费、 托管费及相关费用后的剩余净资产全部由持有人按
照其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2）实际回报率＜[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员工持股计划已运作天数/365]
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际回报低于根据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计算所得回
报（包含实际回报率为负值的情形），由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为
持有人的本金及根据年化预期最低回报率获得收益情况提供不可撤销的差额补
足；
注：
1、员工持股计划运作天数为自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有参加员工资金全部缴
纳到位之日起计算，至员工持股计划届满或终止（包括存续期未满提前终止及存
续期满延长终止）之日，不包括员工持股计划清算期间。
2、其他应由员工个人承担的税费按照国家税收相关规定由员工在获得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收益分配后根据实际收益缴纳（涉及公司需代扣代缴有关税费的，
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持有人权益的处置
1、在存续期之内，除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特殊情况外，持有人所持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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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员工持股计划份额不得转让、用于担保、偿还债务或作其他类似处置。
2、在锁定期之内，持有人不得要求对员工持股计划的权益进行分配。
3、发生如下情形的：
（1）持有人辞职或擅自离职的；
（2） 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到期后拒绝与公司续签劳动合同/劳务合
同的；
（3）持有人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规章制度而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劳务合同的；
（4）持有人在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到期后，公司不与其续签劳动合同/劳务合
同的。
持有人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处置其权益：
（1）退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如果持有人选择退出员工持股计划，则公司有
权将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按照原始出资金额加上5%的年化利息强制转让
给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具备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资格的受让人。 上述转让所涉
及的税费承担参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如果持有人选择退出员工持股计划， 则须自上述情形发生之日起30个自然
日内向公司提交书面退出申请。 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退出申请的，公司
将不再受理其退出申请。
（2）不退出本期员工持股计划。 如果持有人选择不退出员工持股计划，则由
其自负盈亏， 公司控股股东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将不对其持有份额的本金回
收及收益提供任何担保。
4、持有人所持权益不作变更的情形
（1）职务变更：存续期内，持有人职务变动但仍符合参与条件的，其持有的
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
（2）丧失劳动能力：存续期内，持有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
计划权益不作变更。
（3）退休：存续期内，持有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而退休的，其持有的
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
（4）死亡：存续期内，持有人死亡的，其持有的员工持股计划权益不作变更，
由其合法继承人继承并继续享有； 且该等继承人不受需具备参与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资格的限制。
（5）管理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 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
式、持有人确定依据等事项，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须经持有人会议同意和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
1.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
2. 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之后，当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均为货币资
金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自行终止。
3.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 个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持有
人会议批准，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后权益的处置办法
当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 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
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在届满或终止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按持有
人持有的份额进行分配。
八、公司融资时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拟以配股、增发、可转债等方式进行融资
时，由持有人会议审议决定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参与相关融资，并由管理委员会拟
定具体的参与方式，提交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九、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构成公司对员工聘
用期限的承诺， 公司与持有人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仍按公司与持有人签订的劳
动合同/劳务合同执行。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83

证券简称：润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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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1,902,033,798.47

2,211,585,797.72

-14.00%

营业利润

-423,470,590.98

144,085,006.44

-393.90%

利润总额

-415,407,227.13

166,774,489.85

-34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净 利
润

-466,514,751.19

103,487,160.98

-550.79%

-1.23

0.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4%

4.81%
本报告期初

本报告期末

-524.14%
下降26.45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507,265,659.06

3,598,873,67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所 有
者权益

2,344,924,124.93

2,190,366,100.62

7.06%

443,737,950.00

360,000,000.00

23.26%

5.28

6.08

-13.16%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 每 股
净资产（元）

2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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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经营业绩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90,203.3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00%；
营业利润-42,347.06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93.90%； 利润总额-41,540.72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49.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651.48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550.79%；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1.23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2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21.64%，较上年同期下降26.45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系：
受海工市场持续低迷、国际原油价格急剧下滑影响，公司与油气相关的在手
海工订单合同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产品延期交付、成本上升、现有合同价格下调等
情况，造成公司海工订单出现大额亏损。
2、报告期末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450,726.57万元，较期初增长25.24%；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234,492.41万元，较期初增长7.06%；每股净资产为5.28
元，较期初减少13.16%。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发布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6-007），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8,000万
元至-37,000万元。 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修
正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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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6-006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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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52,410,586.28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8.19%，营
业利润193,790,829.44元，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6.92%，利润总额202,982,880.51元，较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8.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885,599.08元，较上年同期
相比增长18.21%。
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去年相比减少57.38%，主要原因是：公司
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股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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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幅度， 与上次披露的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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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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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司尔特

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10、 公司审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1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
求。
一、释义
本员工持股计划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股票代码：00202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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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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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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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2015年度，公司总体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1、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7,385.6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04%；实现营业利润25,
913.98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5.24%； 实现利润总额27,721.7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678.0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1.29%；基本
每股收益为0.40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62.63%。 经营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年产20万
吨粉状磷酸一铵技改项目等项目建设完成并实现投产，扩大了公司生产规模；公司主要产
品销量增加。
2、公司报告期末总资产为410,576.65万元，较期初增长21.49%；归属于上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301,197.44万元，较期初增长70.48%；股本为71,812.03万股，较期初增加
142.61%，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股本
规模扩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19元/股，较期初减少29.73%，主要系报
告期内公司股本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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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预计的2015年度业绩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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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2月26日，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苏宁云商” ）控股
子公司日本LAOX株式会社（以下简称“
LAOX” ，日本东京交易所主板第二部上市，股票
代码为8202） 召开董事会，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青叶
LIFE FAMILY株式会社租赁合同连带保证事宜》的议案。 公司依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对LAOX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议案履行信息披露，本次担
保具体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LAOX株式会社为其全资子公司青叶LIFE FAMILY株式会社（以下
简称“
青叶” ）与三菱自动车租赁株式会社签署的租赁合同提供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合
同签署之日起56个月，担保金额6,683万日元（约人民币385.94万元，按照2016年2月26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日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00：5.7750计算），该笔担保额度占苏宁
云商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01%。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累
计额度为人民币291,027.44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9.94%,全部为对公司
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青叶LIFE FAMILY株式会社
成立日期：1998年1月27日
注册地址：东京都港区芝二丁目7番17号
法定代表人：矢野辉治
注册资本：1,000万日元

证券代码：000825
债券代码：112078
债券代码：112106

经营范围：保险代理，房地产，综合租赁业务等
青叶为LAOX株式会社全资子公司，截至2015年9月30日，青叶总资产为105,064,534
日元，总负债为73,100日元，资产负债率0.07%，净利润-214,860日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日本LAOX业务发展需要，LAOX通过其子公司青叶租赁观光巴士开展游客接
送业务，以提升对游客的服务质量，增加LAOX客流量，提升市场竞争力。 为此，LAOX董事
会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公司认为本次担保事项有助于LAOX业务发展，且担保对象为
LAOX子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低，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可控水
平。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对外担保累
计额度为人民币291,027.44万元，全部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9.94%；公司及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45,844.81万元，占公司2014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8.40%。
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况。 本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1、LAOX株式会社2016年2月26日董事会决议。
2、青叶LIFE FAMILY株式会截至2015年9月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债券简称：12太钢01
债券简称：12太钢03

公告编号：2016-005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
第三期）交易
关于2012年公司债券（
可能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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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公司2015年度经营业绩情况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月29日披露的《2015
年度业绩预告》， 预告中披露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53500万元至
375500万元。 （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5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关于公司债券可能被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风险提示
若公司2015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关于发布〈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年修订）〉的通知》（深证上〔2015〕239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做好债
券发行人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将同时披露
《债券交易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公告》，公司2012年4月和8月发行的山西太钢不
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
12太钢01” 、债券代码“
112078” ）
和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
12太钢03” 、债券代
码“
112106” ）将在公司2015年度报告和《债券交易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公告》
披露之日停牌一天（披露日为非交易日的，于次一交易日停牌一天），自复牌之日起，深圳
证券交易所将按照《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年修订）〉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债券交易实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上述债券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后，仅限合格投资者可以买入本债券，原持有债券的公众投资者可以选择持有到期或者
卖出债券。
合格投资者资质条件应当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人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联系人：安峰、季占璐
电话： 0351-3017728
传真：0351-3017729
电子邮箱：tgbx@tisco.com.cn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期为2016年4月28日，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