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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366

证券简称：创意信息 公告编码：（

2014

）

0424-001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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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

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4年4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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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299

证券简称：富春通信 公告编号：

2014-019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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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4

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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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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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2013年年度报告摘

要》 于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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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春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

:

富瑞特装 股票代码

: 300228

公告编号

: 2014-018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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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一季度报告已于2014年4月24日刊载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敬请广

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张家港富瑞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077

证券简称：国民技术 公告编号：

2014-034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

告》 已于2014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

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329

证券简称：海伦钢琴 公告编号：

2014

—

020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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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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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199

证券简称：翰宇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41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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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翰宇药业” ）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

为了使投资者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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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度

报告》 全文于2014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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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

2014-014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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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定于2014年4月24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

讯网》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345

证券简称：红宇新材 公告编号：（

2014

）

018

号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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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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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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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公

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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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176

证券简称：鸿特精密 公告编号：

2014-025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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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

于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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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0:00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 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

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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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鸿特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291

证券简称：华录百纳 公告编号：

2014-039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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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已于2014年4月24日刊登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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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华录百纳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027

证券简称：华谊兄弟 公告编号：

2014-037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

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

季度报告已于 2014年 4月 24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 址 ：http : //www . cninfo . com . cn/） 上 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271

证券简称：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

2014-033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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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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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