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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

2014-010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报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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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3月28日，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

及《2013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

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234

证券简称：开尔新材 公告编号：

2014-008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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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4年3月27日，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

《2013年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331

证券简称：苏大维格 公告编号：

2014-018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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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苏大维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节能 公告编号：

2014-020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

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223

证券简称：北京君正 公告编号：

2014-009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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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

告》及《2013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4年3月29日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147

证券简称：香雪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2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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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272

证券简称：开能环保 编号：

2014-015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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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已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4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

其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

《2013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

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162

证券简称：雷曼光电 公告编号：

2014-015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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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322

证券简称：硕贝德 公告编号：

2014-017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3月28日，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

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3年度报告》

及《2013年度报告摘要》于2013年3月29日在中

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163

证券简称：先锋新材 公告编号：

2014-026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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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于2014年3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

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及《2013年度报告

摘要》 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215

证券简称：电科院 公告编号：

2014-006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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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度报告及摘要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300193

证券简称：佳士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09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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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

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4年3月27日，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2013年度报告》和《2013� 年度报告摘

要》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