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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280

证券简称：南通锻压 公告编号：

2014-015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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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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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352

证券简称：北信源 公告编码：

2014-015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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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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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13� 年年度报

告摘要》 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北信源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300195

证券简称：长荣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0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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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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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

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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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长荣印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250

证券简称：初灵信息 公告编号：

2014-039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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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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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初灵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300251

证券简称：光线传媒 公告编号：

2014-026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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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4�

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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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4日，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

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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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083

证券简称

:

劲胜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27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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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4年4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4年4月12日，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

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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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4月15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和公司网站披露

了《2013年度报告》、《2013年度报告摘要》，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086

证券简称：康芝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27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

摘要已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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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

2014-020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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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3日，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度报告全文》

及《公司2013�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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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3�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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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300372

简称：欣泰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17

号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3

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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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4月14日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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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定于2014年4

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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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207

证券简称：欣旺达 公告编号：

<

欣

>2014-029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

2014

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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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2014年第一季度

报告已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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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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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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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3年度报

告摘要》、《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4年4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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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

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

2014-048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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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将于 2014年 4月 15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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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5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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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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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335

证券简称：迪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17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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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

于2014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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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