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300170

证券简称：汉得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36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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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上披露，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

2015

（

040

）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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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5年

4月24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345

证券简称：红宇新材 公告编号：（

2015

）

053

号

湖南红宇耐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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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5年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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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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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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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401

证券简称：花园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15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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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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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

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花园生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074

证券简称：华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32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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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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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027

证券简称：华谊兄弟 公告编号：

2015-034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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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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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425

证券简称：环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5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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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4月22日

（星期三）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更加真实、准确的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等各方面情况，《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已于2015年4月24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368

证券简称：汇金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0

号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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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4日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

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北汇金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309

证券简称：吉艾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4

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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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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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艾科技（北京）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号：

300117

证券简称：嘉寓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5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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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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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411

证券简称：金盾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0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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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将于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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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金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

2015-049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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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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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3日，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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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069

证券简称：金利华电 公告编号：

2015-020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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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3日，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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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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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252

证券简称：金信诺 公告编号：

2015-068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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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3日，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于2015年

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67，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金信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

2015-018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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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2日，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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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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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

2015-010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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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2日，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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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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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B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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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