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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203

证券简称：聚光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0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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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15

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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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5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

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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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17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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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将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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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242

证券简称：明家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1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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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 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5

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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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4日，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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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 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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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明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5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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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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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

300243

证券简称：瑞丰高材 公告编号：

2015-032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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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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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181

证券简称：佐力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31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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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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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189

证券简称：神农大丰 公告编号：

2015-011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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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5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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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5日， 公司第5届董事会第9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4年

年度报告全文》、《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5年4月1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136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24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4

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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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4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14

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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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

2015-02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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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5�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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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5

—

006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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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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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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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营业总收入

305,882,888.65 242,248,747.01 26.27

营业利润

-10,432,463.84 3,472,871.32 -400.40

利润总额

-1,339,890.93 14,530,963.20 -109.22

归属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润

2,056,718.13 15,921,815.78 -87.08

基本每股收益

0.007 0.06 -8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8.54 -7.6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687,986,134.06 682,926,365.80 0.74

归属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所有者权益

229,273,173.25 219,350,212.00 4.52

股 本

287,834,760.00 287,834,760.00 0.00

归属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每股净资产

0.80 0.76 5.26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营业利润降低400.40%，利润总额降低109.2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降低

87.08%，主要本报告期内受造纸行业整体市场低迷影响，纸品售价下滑，导致2014年纸品

毛利率较上年有所下降，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不适用）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不适用）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的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证券简称：金城股份 编号：

2015

—

007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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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业绩预计情况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97

万元 盈利

：

27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03

元

/

股 盈利

：

0.001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董事会对业绩大幅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主要原因：本报告期内受造纸行业整体市场

低迷影响，纸品售价降低，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具体数据以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415

证券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2015-021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澄清及公告事项补充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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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媒体报道简述

2015年4月15日新浪财经、中证网等国内媒体发布了《小商品城拟设立或收购银行，

进军互联网金融》的新闻报道。报道中提到：据了解，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阿里巴巴集团

或将与小商品城就跨境电商以及大数据方面进行合作。 对此，阿里巴巴副总裁、大数据委

员会会长车品觉表示，相关事宜目前尚不能透露，但他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表示，“未

来还是有机会的。 ”

二、公司澄清说明

上述媒体相关报道，是4月12日义乌世界电子商务大会期间，义乌市相关部门与阿里

及京东就跨境电商和大数据方面合作达成了一定共识。 截至目前，公司与阿里巴巴就跨

境电商和大数据方面尚未筹划、开展具体合作。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三、公告事项补充披露

公司前期披露了义乌购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战略的说明公告，现就有关内容补充

披露如下：

1、 对于公司争取在3至5年内拥有一家银行、在年内获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年内成立

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运作P2P平台、 年内完成义乌购信用贷款产品开始发放贷款等计划

说明如下：

（1）根据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金融专项方案》的相关

规定，支持义乌市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加快贸易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外汇管理机制

及推动人民币跨境业务创新等七个方面进行创新。 公司以此为契机，积极向国家争取设

立国际贸易银行。 目前尚处于前期筹划准备阶段，需进行必要性、可行性论证。 前期论证

通过后，制定实施计划，募集主发起人，编写筹建申请材料，向当地人行分行、银监分局等

部门提交申请材料，最终申请材料需提交中国银监会批准。 收购控股银行，目前仅为内部

筹划，不存在实质性谈判对象。

（2）义支付牌照申报材料已于2014年6月上报人总行，目前等待批复。相关情况公司

已在2015年1月24日《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相关进展情况公告》（临2015-002）

进行说明。 根据材料申报情况，公司将积极与人总行汇报沟通，争取年内获得批准。 跨境

支付牌照申领的前提是先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由于目前尚未获批，公司还未正式启动

跨境支付牌照的申领工作，如果义支付第三方支付牌照年内获批，公司将启动跨境支付

牌照（含结汇）的申报工作。

（3）在公司“金融生态圈” 战略中，目前已经成立了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支付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义支付”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征信有限公司（简称“征信公司” ）、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惠商投资管理分公司、义乌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义乌惠商紫

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等机构，分别开展支付结算、征信评估、金融投资、母基金等业务，除

义支付尚未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未开展业务外，其余公司均已正常运营并为成立互联网

金融服务公司打下基础。拟成立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除了运作P2P平台外，更是对公司

金融资源的一次整合，以便更好地服务义乌购及实体市场。 互联网金融公司已完成内部

论证，不存在行政许可问题，公司将会按照投资决策程序披露。

（4）前期公司利用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的资金，通过惠商投资管理分公司向商户发

放商位使用权质押贷款，已累计发放贷款13.1亿元。 下步公司将利用银行资金，根据义乌

购平台商户信用评级情况，向商户发放信用贷款。 义乌购信用贷款产品分两种，均由银行

向平台上的商户提供贷款：一是与义乌购合作的商业银行按照义乌购平台对商户的信用

评估和授信额度，向商户发放贷款，由义乌购公司进行担保；二是与公司合作的政策性银

行按照义乌购平台对商户的信用评估和授信额度，向商户发放贷款，由公司进行担保，保

险公司对贷款资金进行担保。 上述事项已完成内部论证，公司下步将与银行洽谈，引入信

用贷款资金。

2、 对于义乌市惠商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商小贷” ）争取在

年内启动上市的计划说明如下：

惠商小贷拟发行H股，经公司前期内部论证，上市地选择香港，根据香港上市的主要

条件， 惠商小贷基本符合上市条件，2014年公司总资产达96090万元 （货币单位为人民

币），实现净利润9600万元，未分配利润10958万元，其中2014年度分红8400万元。 公司

发起人、主要股东均未发生变化，最近三年管理层也未发生改变。

惠商小贷香港上市可行性：（1）国家政策支持：2014年12月24日，李克强总理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 力度，会议确定要简化境外上市等核

准手续。 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了新的境外上市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由原来的13

项减少为7项，增发文件由原来的8项减少为5项。 （2）省市两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浙江省

金融办大力支持小贷公司香港上市、新三板上市等资本融资渠道，鼓励小贷公司做强做

大，义乌市政府也将对上市成功的企业给予奖励。 （3）公司的政策支持：公司将在注资、

义乌购平台+小贷模式运作上加大支持力度。

惠商小贷公司将做好上市前主要工作，具体如下：

（1）对惠商小贷上市可行性进行专业预估，聘请专业的律师、审计等中介机构对公

司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是否存在重大上市障碍，做好上市前的咨询工作。

（2）经前期预估认可，不存在重大上市障碍的前提下，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向董事、

股东充分说明上市情况及相关问题，提请决议。

（3）加强惠商小贷公司班子成员及分工，明确董事会秘书及上市工作小组成员。

（4）制定工作计划表，选择合适的中介机构。

根据需要，惠商小贷也不排除在新三板上市的可能。

3、 “金融生态圈” 战略各项实施计划可能存在的政策、实施时间等方面存在

不确定性或风险的说明。

（1）公司争取在3至5年内，通过向国家争取设立或者收购、控股一家银行，上述计划

受到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影响，如现有民营银行由国内纯民营资本运营，不能够有效开

展国际外汇业务，现有的城商行、农商行等由于其外汇存贷业务、专业能力等限制，无法

提供高效的外汇贷款支持等。 公司需向国家有关部门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设立银行还需

履行当地人行分行、银监分局报批程序，及最终中国银监会批准，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

（2）关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征信有限公司申请个人征信牌照情况。 义乌中国小商品

城征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主要开展企业信用信息征集、企业信用评估咨询、企

业信用管理咨询等业务。公司2014年12月顺利通过备案审查，取得企业征信业务备案证，

成为浙江省第四家获此牌照的企业。 目前，公司已完成企业信用信息征集系统的开发工

作，完成与市场及义乌购数据库的对接，初步建成了市场信用数据库，完成与市场监管局

信用数据库的对接，初步建成了企业信用数据库，目前，正在对接义乌市各个部门，收集

企业的信用信息。 公司计划年内启动申报个人征信牌照，由于牌照由央行审批，存在不确

定性。

（3）惠商小贷争取在香港上市，需进行前期专业预估，在不存在重大上市障碍的前

提下，启动上市相关程序，制定工作计划表，聘请中介机构等，该计划也存在不确定性及

无法完成香港上市的风险。

（4）关于义支付申牌及启动跨境支付牌照情况。 由于牌照由央行审批，存在不确定

性。

（5）义乌购信用贷款需与银行合作，资金由银行提供，存在不确定性。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