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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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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后公司将及
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 [2012]124号 《关于核准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2012年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A股210,700,000股，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2,850,771,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61,613,
925.24 元, 实际筹集资金净额为2,789,157,074.76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12年6月14日
全部到位，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2]第113431号《验资报告》。
公司于2015年2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报告期内，上述20,000万元已经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16年2月1日，该项资金已归
还到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详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总投资额（万
元）

项目名称

已累计投资额（万
元）

项目进度
（%）

克州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260万吨孰
料新型干法水泥（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改
扩建项目

95,415.00

70,000.00

投产

库车青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万吨新
型干法水泥改扩建（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项目

48,484.62

37,812.32

投产

新疆青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2×7500t/d孰
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项目（协同处理2×
300t/d生活垃圾及配套纯低温余热发电）

202,095.27

149889.79

一期已完工

截止2016年1月31日，投资项目共使用募集资金257702.11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15,554,293.18元（含利息）。
三、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预计公司2016年上半年
尚有部分募集资金闲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
利能力，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拟继
续用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后将及
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使用上述募集
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也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
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情
况下，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
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公司再以闲置募集资金2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监事会对《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不
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将跟踪监督公司该部分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3、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了如下意见：
青松建化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20,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和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使
用行为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单次补充流动资
金时间未超过12个月。 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已经青松建化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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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对
青松建化本次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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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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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2012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持续督导的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金证券” ）《关
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国金证券原委派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马晓彬先生因个人原因
调离国金证券，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国金
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唐颖女士接替马晓彬先生负责后续的持续督导工作，相关业务已交接
完毕。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刘昊拓先生和唐颖
女士，持续督导期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止,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督导期保荐工作的进行。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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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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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6日，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通
讯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6人。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经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利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并认为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的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将跟踪监督
公司该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归还情况。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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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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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18日发出、于2016年2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人，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经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的情况下，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
超过12个月。
二、 经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撤销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了适应新常态下的水泥市场竞争机
制，撤销集团公司的下属分公司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及其所
属水泥分公司，将销售点下放到各区域生产企业。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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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
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告临
2015—046)， 其中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3000万元人民币有保本约定的
短期理财产品、 向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三次购买的各2000万元人民币有保本约定的
短期理财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分别取得理财收益249,166.67元、257,534.25
元、242,262.71元、252,383.56元, 本金及收益合计91,001,347.19元已划入公司指定结算
账户中。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5.10亿元，其中已到
期4.90亿元，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如下：
产品名称

华宝证券有限 华宝证券红利27号收益
责任公司
凭证

增减变动幅度
（%）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137,041,773.97

183,310,644.10

-25.24%

营业利润

-64,230,307.70

-11,463,707.35

-460.29%

利润总额

-64,235,322.15

-9,264,267.66

-59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5,337,653.10

-10,841,606.80

-50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2

-0.05

-5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5%

-2.21%

-12.44%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064,135,913.52

1,040,817,128.98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413,372,173.71

478,621,731.53

-13.63%

股

本

202,200,000.00

205,000,000.00

-1.37%

2.04

2.33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注：公司于2015年11月24日，回购注销了6名激励对象第二期和第三期已获授但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80万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5-79号公告），因此，公司总股本

购买金额

年化收益率

期限

2,000.00万元

约5.00%

94天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283

股票简称：钱江水利

编号：临2016-007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六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临2016-003），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以下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具体购
买产品如下:
金融机构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年化收益率

期限

民生银行西湖
支行

非凡资产管理天安赢同
益

5,000万元

约3.40%

约35天

海通证券

一海通财·理财宝

13,000万元

约3.70%

约182天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2月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2016年2月4日、2月14日、2月18日公司分别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订协议，公司利用闲
置募集资金18,000万元购买了上述机构发行的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购买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A、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36号天安赢第087期对公款
1、发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币种：人民币
4、产品期限：36天
5、产品代码：FGFA16012A
6、产品基本类型：保证收益型、组合投资类
7、本期年化收益率：3.25%
8、产品存续期起始日：2016年2月16日
9、产品存续期到期日：2016年3月23日
10、付息安排：存续期到期一次性支付
11、购买理财产品金额：5000万元
12、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提前终日/延期终止日：要产品运作期间内,客户无提前终止权/延期终止权
1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民生银行无关联关系
15、 公司本次使用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占公司最近一期（2014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5.15%。
B、海通证券” 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182天期第26号
1、产品简称：理财宝182天期V26号
2、发行人：海通证券
3、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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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年初减少了280万股，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202,200,000股；截至2016
年2月15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后总股本为456,868,926股。 根据相关规定，上
述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无需按照最新股本重新计算，均已按照当期加权平均股本计算所
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2015年度，公司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460.29%，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59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02.66%，基本每股
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40.00%。 主要原因为：1、2015年度，受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不
利影响， 珍珠产品国际市场整体需求持续放缓， 导致公司营业收入持续下滑；2、 公司于
2015年11月收到《关于核准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康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96号），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计入2015年第四季度损
益，导致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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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30日披露的 《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
正公告》（临2016-05号公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鉴于公司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业绩
快报披露的2015 年度净利润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 若公司连续两年亏损，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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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公司简称：松芝股份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3,006,852,138.31

2,527,246,231.88

营业利润

401,479,449.98

348,256,651.76

15.28%

利润总额

434,483,099.55

358,089,810.59

2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232,262.12

276,352,737.19

19.86%

0.81

0.68

19.12%

13.34%

12.42%

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报告期末
总资产

本报告期初

4,357,778,90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股 本

18.98%

增减幅度（％）

3,746,437,082.59

16.32%

2,538,044,572.35

2,317,147,707.34

9.53%

422,770,000.00

405,600,000.00

4.23%

6.00

5.71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858,094,561.46

905,786,743.98

营业利润

16,807,308.01

10,216,445.18

64.51%

利润总额

30,186,112.04

13,534,484.27

12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7,531,016.44

12,287,786.69

42.67%

0.05

0.03

66.67%

0.78%

-0.62%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3,212,420,810.14

3,249,311,035.48

2,234,723,778.85

2,219,001,947.43

374,670,000.00

374,670,000.00

5.96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1.40%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股本

-5.27%

本报告期初

总资产

公告号： 2016-005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06,852,138.3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8.98%，原
因系：（1）2015年，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增长，公司新能源汽车空调
销量大幅度增加；（2）公司在传统商用车和乘用车空调领域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市场
占有率较高，收入保持增长势头；（3）公司在轨道交通空调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取得地
铁、有轨电车、普铁等多领域订单。
2、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401,479,449.9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5.28%，原因
系：营业收入较2014年有较大增长，公司的研发费用及股权激励成本摊销较多，导致管理
费用较2014年有较大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434,483,099.5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21.33%，原因
系：营业收入较2014年有较大增长，同时，公司报告期内获得政府补贴及税收返还所形成
营业外收入较2014年有较大程度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73）中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为-20%-5%，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
长幅度为19.86%，与前次业绩预计存在差异。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2015年第四季度新
能源汽车空调订单上涨较快，公司收入及利润有较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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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部门加盖公章的内部审计报告。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1.14%
0.71%
0.00%
0.6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57,134,889.39

814,608,253.03

-7.06%

营业利润

13.29%

304,618,830.18

268,875,067.58

利润总额

308,961,457.59

286,076,06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081,443.17

245,036,732.81

8.5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42

0.38

10.53%

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3%

12.23%

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761,819,507.80

2,310,739,368.86

1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2,265,219,319.13

2,099,073,583.91

7.92%

640,000,000.00

320,000,000.00

100.00%

3.54

6.56

-46.04%

股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
二、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经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57,134,889.39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6,081,443.17元，净利润同比较上年同期有所上升，主要原因是国内制剂产品销售增加
所致。
（二）财务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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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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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1,599,997,721.56

1,776,045,
032.00

营业利润

123,621,272.15

195,155,029.27

-36.65%

利润总额

136,137,835.19

200,782,697.37

-32.20%

97,890,380.73

151,218,174.22

-35.27%

0.16

0.25

-36.00%

营业总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3%

总资产

公告编号：2016-005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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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 减 变 动 幅 度 （％ ）

1,392,609,714.25

1,387,636,618.07

0.36%

营业利润

24,216,287.24

-14,385,919.28

268.33%

利润总额

10,837,695.88

3,462,334.93

21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42,082.75

7,687,939.29

-60.43%

0.00745

0.01880

-60.39%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77%

-0.47%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 减 变 动 幅 度 （％ ）

总资产

1,673,575,692.43

1,652,204,284.37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004,794,469.01

1,003,515,195.74

0.13%

408,548,455

408,548,455

0.00%

2.4594

2.4563

0.13%

股 本 （股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注：1、以上数据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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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次 业 绩 快 报 披 露 的 经 营 业 绩 与 公 司 2015 年 第 三 季 度 报 告 以 及 后 续 业 绩 预 告 修 正 公 告 中 ，对
于 2015 年 度 经 营 业 绩 的 预 告 不 存 在 差 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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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增减变动幅度
（％）

本报告期初
2,597,021,
203.05

2,559,705,248.64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1,939,220,754.04 1,871,975,269.75
益

3.59%

610,833,600.00

509,028,000.00

20.00%

3.17

3.68

-13.86%

注：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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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37

期限

约5.00%

94天

民生银行西湖
支行

非凡资产管理天安赢同
益

5,000万元

约3.25%

约35天

海通证券

一海通财·理财宝

13,000万元

约3.60%

约182天

四、相关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已于2016年2月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相关资料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公告编号：20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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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58,094,561.4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27%；营业
利润16,807,308.0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51%；利润总额30,186,112.04元，比上年同期
增长123.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531,016.4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67%；
基本每股收益为0.05元，同比增长66.67%。原因分析：（1）营业总收入较上期下降主要原因
是受宏观经济影响以及LED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所致；（2）本报告期内利润较上期增长主
要原因是公司内部控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公司组织架构优化、精简人员，成本和费用得到
有效合理的控制以及联营企业盈利所致。
2、财务状况说明
预计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3,212,420,810.14元，较期初下降1.1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34,723,778.85元，较期初增长0.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5.96元，较期初增长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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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披露的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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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公告编号：2016-001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2015年，面对严峻的经济环境和行业形势，公司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外抓市场、内抓
管理，纤维的产量、销量均创历史最好水平，但由于下游需求不旺及新增产能的集中释放，
氨纶产品销售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公司整体盈利同比下滑。
氨纶业务方面，由于产能过剩突出，市场需求低迷，产品销售价格大幅回落。 面对这种
局面，公司通过采取细分市场、强化直销、优化产品结构、深入开展节能降耗等各项工作，纽
士达?氨纶业务保持了较高的开工率和产销率，销量创历史新高。
间位芳纶方面，国内外市场依旧低迷，环保、防护领域的需求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波
动。 面对这种局面，公司积极调整品种结构，推进高附加值产品及集团消费项目的开发，提
高产品盈利水平。在推进挖掘工业应用新领域的同时，加大防护领域产品销售力度，不断做
大市场蛋糕，巩固、提升市场份额。
对位芳纶方面，500吨续建项目顺利投产，产品品质及生产效率均有较大提升。 同时内
部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改进产品性能、优化产品结构；在销售方面，完善市场布局，着力拓宽
应用领域，提高产品销量的同时，注重提升高附加值产品营销比例，泰普龙?对位芳纶的盈
利情况持续改善。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15年公司共实现营业利润12,362.13万元， 同比下降
36.65%； 利润总额13,613.78万元， 同比下降3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
789.04万元，同比下降35.27%；基本每股收益0.16元，同比下降36.00%。
三、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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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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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7日

公告编号：2016-008

证券代码：002337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9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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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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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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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并于2016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2016-004），现就公告中关于计提5022万元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和1175万元商誉减
值准备的具体明细补充公告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361,993,170.19

733,583,715.54

-50.65%

营业利润

-113,204,187.66

46,860,960.14

-341.57%

利润总额

-101,097,579.22

63,088,371.61

-260.25%

50,652,795.78

-28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55,578.94

增减变动幅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1

0.26

-21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3.98%

-11.40%

1,709,993,838.25

1,762,334,934.34

-2.97%

1,285,975,782.08

-5.17%

198,200,000.00

199.84%

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594,282,750.00
2.05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

计提资产准备的依
据

449,536,
514.18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制定的具体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按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项

30,000,
000.00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制定的具体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单项金额重大
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资产减值

6.49

应收账款

-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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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受市场整体形势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比较低迷，客户投资意愿下降，公司
订单较以前年度大幅降低，同时受市场形势影响，公司部分投资项目发生大额减值，导致公
司收入、利润下降明显。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199.32万元，同比下降50.65%，
营业利润同比下降341.57%，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60.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下降28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下降5.17%。 期末总资产实力也有
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收入降低，资金回笼较以前年度差，资产减值额较大等原因造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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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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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应收账款 479,536,
小计
514.18

商誉

111,267,
258.28

计提原因

情况说明

26,221,
505.39

本期与上年同期相比减
值额增加主要是（1）由
按账龄分
于本期新增加子公司，
析法、余额
减值额需合并填报（2）
百分比法
受市场形势影响，本期
测算计提
回款节奏放缓，因账龄
减值
增加导致计提坏账准备
金增加

24,000,
000.00

依据律师
事务所的
预估意见，
单独测算
计提减值

主要为子公司应收保理
业务，目前保理客户财
务状况严重恶化、超过
三期未按期回款，基本
处于停产状态，依据律
师事务所审查后的预估
意见，单独测算计提减
值

按预计未
来五年及
以后年度
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
原商誉入
账价值部
分计提减
值损失

因本期完成收购并纳入
合并范围的控股子公司
受市场形势影响，2015
年度未完成业绩预期，
在此基础上按预计未来
五年及以后年度现金流
量现值低于原商誉入账
价值部分计提减值损失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1,219,504,943.03
权益
股

1、经营业绩
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开展各项工作，积极推动项目验收，加强项目回款力度，
同时严控内部费用增长，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42,082.75元。
2、财务状况说明
营业总收入1,392,609,714.2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36%，基本上与去年持平；利润总
额10,837,695.88元，比上年增长213.02%，主要由于公司收入持平前提下，收入结构发生
变化， 利润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42,082.75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60.43%， 主要由于本期所得税费用上升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004,
794,469.01元，比上年同期上升0.13%，与上期基本持平。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9.91%

8.42% 下降3.2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增减变动幅度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

证券代码：002232

年化收益率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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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公告编号：2016-007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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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金额
2,000万元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业绩快报

股本

证券代码：002550

产品名称
华宝证券红利27号收益
凭证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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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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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
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证券代码：002254
股票代码：002454

4、产品期限：182天
5、产品代码：SF4486
6、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7、约定年化收益率：本产品的约定年利化收益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产品起息日前
一个交易日有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三个月定期）+2.50%。 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产品起息日前一交易日有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三个月定期）为
1.10%，本产品的约定年化收益率为3.60%。
8、产品存续期起始日：2016年2月5日
9、产品存续期到期日：2016年8月4日
10、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发行人在产品到期后按约定日期一次性将投资者应得本金
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账户。
11、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1000万元
12、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提前终止权：投资期内投资者不可提前终止或赎回本产品。
1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海通证券无关联关系
15、公司本次使用1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2014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32%。
C、海通证券” 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182天期第27号
1、产品简称：理财宝182天期V27号
2、发行人：海通证券
3、币种：人民币
4、产品期限：182天
5、产品代码：SF4944
6、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
7、约定年化收益率：本产品的约定年利化收益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产品起息日前
一个交易日有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三个月定期）+2.50%。 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产品起息日前一交易日有效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三个月定期）为
1.10%，本产品的约定年化收益率为3.60%。
8、产品存续期起始日：2016年2月19日
9、产品存续期到期日：2016年8月18日
10、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发行人在产品到期后按约定日期一次性将投资者应得本金
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账户。
11、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0万元
12、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3、提前终止权：投资期内投资者不可提前终止或赎回本产品。
14、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海通证券无关联关系
15、 公司本次使用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 占公司最近一期（2014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2.06%。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没有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2、通过进行适度的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
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前期利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6.90亿元，其中已到
期4.90亿元，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如下（详见临2016-004）：

公告编号：临2016-10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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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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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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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 临2016-006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有保本约定的
短期理财产品部分到期赎回的公告

金融机构

B053

■ 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50,221,
505.39
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将本期完成收
购并纳入合并范围
的控股子公司整体
作为一个资产组，
按预计未来五年及
以后年度现金流量
现值低于原商誉入
账价值部分计提减
值损失

11,751,
134.20

公司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财务数据为准。
备查文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资产减值的复函。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