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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年 9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5 元 总资产 244,070.61万元 

每股净资产 2.63 元 营业收入 13,902.83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95% 利润总额 3,917.00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258.37 万元 

 

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51 元 总资产 247,899.61万元 

每股净资产 2.62 元 营业收入 10,096.81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92% 利润总额 3,988.06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 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216.30 万元 

 

截至 2017年 3月 31日 

每股收益 0.017 元 总资产 245,471.72万元 

每股净资产 2.63 元 营业收入 5,758.23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0.66% 利润总额 1,421.20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444.29 万元 

 

截至 2016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0.14 元 总资产 248,375.35万元 

每股净资产 2.61 元 营业收入 30,809.30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5.52% 利润总额 12,061.65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1,732.00万元 

 

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3 元 总资产 252,697.73万元 

每股净资产 2.49 元 营业收入 22,800.59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36% 利润总额 3,087.75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 股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831.86 万元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28 元 总资产 252,087.25万元 

每股净资产 2.52 元 营业收入 15,122.73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11% 利润总额 2,530.98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323.29 万元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 

每股收益 0.01 元 总资产 252,528.25万元 

每股净资产 2.50 元 营业收入 8,247.45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0.39 % 利润总额 1,058.81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19.49万元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0.09 元 总资产 244,619.50万元 

每股净资产 2.49 元 营业收入 142,047.70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3.68  % 利润总额 -2,268.48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7,461.67 万元 

 

截至 2015年 9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1 元 总资产 432,205.58万元 

每股净资产 2.43 元 营业收入 124,775.75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0.33 % 利润总额 -6,432.81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58.80 万元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28 元 总资产 434,022.45万元 

每股净资产 2.46 元 营业收入 92,469.14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14% 利润总额 -1,476.20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309.09 万元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 

每股收益 0.048 元 总资产 458,300.28万元 

每股净资产 2.47 元 营业收入 49,345.96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2.01% 利润总额 4,097.18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027.62 万元 



 

                                                               

                                                              截至 2014年 12月 31 日 

每股收益 -0.23 元 总资产 447,527.57万元 

每股净资产 2.39 元 营业收入 167,523.82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2.79 % 利润总额 -22,109.64 万元 

总股本 832,703,498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729.01万元 

 

 

截至 2014年 9月 30日 

每股收益 -0.17 元 总资产 316,904.58万元 

每股净资产 1.58 元 营业收入 119,881.97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10.46 % 利润总额 -16,025.98万元 

总股本 557,002,564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9,524.12 万元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 

每股收益 -0.094 元 总资产 331,913.98万元 

每股净资产 1.63 元 营业收入 80,046.11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5.63 % 利润总额 -9,493.91 万元 

总股本 557,002,564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5,245.86 万元 

 

 

截至 2014年 3月 31日 

每股收益 -0.034 元 总资产 319,327.62万元 

每股净资产 1.70 元 营业收入 42,640.14 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0.02 % 利润总额 -3,029.54 万元 

总股本 557,002,564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918.42 万元 

 

 

截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 

每股收益 0.01 元 总资产 322,022.38万元 

每股净资产 1.72 元 营业收入 185,781.01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0.46% 利润总额 1,099.80 万元 

总股本 557,002,564 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47.4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