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80
股票代码：000564

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西安民生

公告编号：2016-016

证券代码：600582

增持日期
2016年1月22日

增持金额

增持均价

增持数量

增持占总股本

（元）

（元/股）

（股）

的比例

19,517,159

10.843

1,800,000

0.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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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近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
管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了本公司股票，共计24.23万股,价
格区间为5.32—6.33元/股。 本次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增持方式
二级市场

现更正为：
增持日期
2016年2月22日

增持金额

增持均价

增持数量

增持占总股本

（元）

（元/股）

（股）

的比例

19,517,159

10.843

1,800,000

0.2391%

二级市场

增持前持有数量

本次增持数量

增持后持有数量

姓名

职务

（股）

（股）

（股）

宁 宇

董事

120000

51000

171000

王 虹

董事

30000

25800

证券代码：002566

55800

项目

监事

0

10000

10000

营业总收入

监事

0

50000

50000

黄乐亭

副总经理

60000

53000

113000

60000

52500

112500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公告编号：2016-015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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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减变动幅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总收入

1,618,545,870.94

1,758,150,490.28

-7.94

营业利润

32,633,491.86

48,034,554.19

-32.06

利润总额

38,557,626.78

53,309,322.30

-2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46,486.16

35,951,213.52

-31.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639

0.1000

-3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7%

2.22%

-0.85%

本报告期末

度（％）

增减变动幅

本报告期初

度（％）

总资产

2,992,171,438.79

2,823,471,27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16,010,794.54

1,654,525,310.04

9.76

398,921,895

363,350,000

9.79

4.55

4.55

0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5.97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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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16.19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7.94%，完成利润总额3,
855.7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54.65万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31.72%；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
影响经营业绩的原因：
1、2015年国内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对零售行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公司主要渠道
百货商场竞争激烈，销售持续疲软，由于部分百货商场结业以及公司优化渠道结构等原因，
2015年公司自营店和分销店数量有所减少，从而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滑，对公司盈利能力
构成一定影响。
2、人力成本增加导致管理费用上升，财务费用上涨等因素对公司经营利润带来负面影
响。
3、公司2015年成功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由363,350,000股增加至398,921,895股，
造成基本每股收益的摊薄。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30%
至0%。 本次业绩快报与前次披露的业绩预计情况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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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4.02%

3,877,943.11

98,406,739.48

-96.06%

利润总额

16,851,182.51

110,287,679.03

-84.72%

12,233,194.50

96,408,830.79

-87.31%

0.04

0.29

-86.21%

0.71%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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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本

公告编号：2016-016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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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上年同期

15,290,719,

11,176,952,

667.42

961.88

-53,706,945.33

361,893,70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6.81
-114.84

247,430,373.71

401,019,495.78

-38.30

7,676,382.06

332,178,587.96

-97.69

0.006

0.252

-97.62

0.088%

3.86%

-3.772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增减变动幅度（％）

本报告期初

37,106,001,

31,714,055,

185.39

031.85

增减变动幅度（％）
17.00

8,679,927,303.25 8,708,197,510.48

-0.32

1,390,239,078.00 1,390,239,078.00

0.00

6.24

6.26

-0.32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2、上述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数据（未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填列。
3、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发行第一期15亿元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永续债），在财务报表中列示
于“
其他权益工具” 项下。 上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不包含中期票据的本金，在计算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等指标时均不包含该中期票据的本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5年，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国际油价下跌及氯碱市场持续低迷形势，公司努力实现生产装置的平
稳运行。 2015年公司累计生产聚氯乙烯树脂161.47万吨，生产烧碱（含自用量）113.66万吨，电石173.95
万吨，发电98.42亿度，粘胶纤维32.86万吨，纱线6.37万吨。
项目建设方面，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60万吨/年电石配套60万千瓦动力站项目陆续建
成投产；新疆富丽达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富丽达” ）控股子公司新疆富丽震纶棉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富丽震纶” ）200万锭纺纱项目及巴州金富特种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纱业” ）130

万锭纺纱二期65万锭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其中：金富纱业已投产2个车间，目前累计具备90万锭纺纱生
产能力；富丽震纶投产3个车间，目前具备25万锭纺纱生产能力。
并购重组方面，2015年9月，公司完成对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圣雄能源” ）的增
资重组，持有圣雄能源17.85%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为了进一步增强对新疆富丽达、金富纱业的控制
力，加快公司纺织板块的产业整合，充分发挥氯碱-粘胶纤维-纺纱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协同效应，同时
构建公司全产业链经营模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式购买新疆蓝天石油化学物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物流” ）100%股权、新疆富丽达剩余54%股权、金富纱业剩余49%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公司于2016年1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受理通知，目前已进入审核反馈阶段。
（二）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原因分析
1、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6.81%，主要是报告期核算范围并入新疆富丽达纤维有
限公司所致。
2、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14.84%，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8.30%，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97.69%，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97.62%，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氯碱市场仍较低迷，公司聚氯乙烯树脂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660元/吨，固碱销售均
价较上年同期下降70元/吨。
（2）公司联营企业经营亏损致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损失，主要是对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损失4,220万元，对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损失3,154万元。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30日在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中披露了
2015年修正后的预计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96.99%—99.40%。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97.69%，与前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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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2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16-017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获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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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2月26日，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收到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凯纳股份” ）通知，凯纳股份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
意厦门凯纳石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
1393号），同意凯纳股份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目前凯纳股份
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凯纳股份主要从事石墨烯及相关应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截至目前， 公司持有凯纳股份1,
400,000股，占其总股本的28%。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凯纳股份挂牌相关后续事项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本报告期初

-4.99%
增减变动幅度

2,634,077,271.50

2,490,347,063.26

5.77%

1,726,060,815.07

1,730,494,336.44

-0.26%

330,951,600.00

330,951,600.00

0.00%

5.22

5.23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证券代码：00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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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959.8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2%；营业利润387.79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6.06%；利润总额1,685.1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4.72%；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3.32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7.31%。 上述指标发生变动的主要原
因为：1、受招标情况影响，公司生产的清开灵注射液本期销售收入较上期下降较大；2、因加
大对药品和化妆品的销售推广力度，导致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3、因募集资金的
使用和短期借款的增加，导致投资收益减少和财务费用增加；4、因人参价格下降导致公司
人参存货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6年1月19日发布了《2015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经修正后的2015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92.26万元至5,784.53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4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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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223.32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87.31%，相比于业绩预计区间出现差异的原因系由于人参价格下降，计提了资
产减值损失所致。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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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6-011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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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219,415.35

4,667,043,189.32

营业利润

245,138,203.17

222,900,629.18

9.98%

利润总额

323,478,573.30

248,423,108.83

30.21%

200,599,342.20

113,515,638.41

76.72%

0.23

0.14

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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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

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东的所有者权益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证券代码：002092

上年同期
787,894,295.06

股

证券简称：星期六

本报告期
819,598,117.29

有者权益

证券代码：002291

公告编号：2016-006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快报

闵 勇

此前，本公司董事长王金华、副董事长吴德政、董事宁宇、董事范宝营、董事王虹、监
事会主席汤保国、监事李玉魁、总经理肖宝贵以及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范建已经增持
了本公司股票共计43.5万股。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04号以及
临2015-033 号、039号、040号）。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持续关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的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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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勇刚

宋家兴

增持方式

除 上 述 内 容 外 ，《关 于 控 股 股 东 增 持 公 司 股 份 计 划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
2016-015）其他内容不变。 公司对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公告编号：临2016-005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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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公司事后再次审核中发
现此公告中增持日期的月份有误，现更正如下：
公告中原为：

证券简称：天地科技

Disclosure

■ 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股本

24.99%

4.95% 上涨2.8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8,871,959,079.29

6,675,577,229.54

32.90%

2,987,457,790.66

2,326,738,957.93

28.40%

1,010,100,000.00

331,040,000.00

205.13%

2.96

7.03

-5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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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2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2月19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6年2月26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参加董事5人（独立董事潘玲曼、陈文彬以通讯方式参加
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续办人民币16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的议
案》
公司在建设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合同到期， 现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申请续办金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可循环使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
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此贷款作责任担保, 公司法定代表人刘萍先生个人无偿为此项贷款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6-003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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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一）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24.99%， 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同比上升9.98%、
30.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涨76.72％，主要原因系：1、本报告期复合肥
销售规模扩大、雷波黄磷项目达产，营业收入相应增加，营业利润及利润总额相应增加；2、
收购益盐堂少数股东49%的股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长比率大于利润总
额增长比率。
（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较年初上升32.90%，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建子公司固定资产增
加、产销规模扩大流动资产增加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较年初增长205.1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7,300万股事宜，并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导致公司总
股本由上年末的33,104万股增加至101,010万股。
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下降57.8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
末公司总股本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5年10月29日，公司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5年年度公司业绩进行预
计：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60%至90%。 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涨76.72％，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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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7日

项目

本报告期

增减变动

上年同期

幅度（%）

419,054,467.23

502,091,225.51

营业利润

72,117,969.01

98,425,471.31

-26.73%

利润总额

79,425,126.78

109,868,149.72

-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947,573.56

90,933,697.38

-25.28%
-25.60%

营业总收入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72

0.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3%

5.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16.54%

-1.08%
增减变动
幅度（%）

总资产

2,359,988,511.23 2,242,012,117.00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653,123,951.02 1,592,958,809.26

3.78%

股本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82,640,000.00

182,640,000.00

0%

9.05

8.72

3.78%

注：以上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9,054,467.23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6.54%； 实现营业利润72,117,
969.01元，较上年同比下降26.73%；实现利润总额79,425,126.78元，较上年同比下降27.71%；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947,573.56元，较上年同比下降25.28%。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上年相比都有不
同程度下降，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影响订单减少；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的下降，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有所增加，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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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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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