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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114

证券简称：中航电测 公告编号：

2015－021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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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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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101

证券简称：振芯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8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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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5年4月24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成都振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24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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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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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证券代码：

300333

证券简称：兆日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5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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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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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兆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

2015

）

030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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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

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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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131

证券简称： 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

2015-039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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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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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221

证券简称：银禧科技 公告编号：

2015-33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2015年4月23日，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

一季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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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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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银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211

证券简称：亿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6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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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5年4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关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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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作了披露。 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385

证券简称：雪浪环境 公告编号：

2015-022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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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和《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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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385

证券简称：雪浪环境 公告编号：

2015-023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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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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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324

证券简称：旋极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41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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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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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

2015-051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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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

季度报告及其摘要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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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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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420

证券简称：五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1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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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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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徐州五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253

证券简称：卫宁软件 公告编号：

2015-036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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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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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300017

证券简称：网宿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1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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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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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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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

300047

证券简称：天源迪科 公告编号：

2015-26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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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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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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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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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