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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430

证券简称：诚益通 公告编号：

2015-025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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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 ） 于2015年8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1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将于2015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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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诚益通控制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473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8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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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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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

2015-67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15年8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002

证券简称：神州泰岳 公告编号：

2015-065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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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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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神州泰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215

证券简称：电科院 公告编号：

2015-057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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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于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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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054

证券简称：鼎龙股份 编号：

2015-053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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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5

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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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300130

证券简称：新国都 公告编号：

2015-094

深圳市新国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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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于2015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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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249

证券简称：依米康 公告编号：

2015-077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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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4日，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他重要

事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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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依米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074

证券简称：华平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81

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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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5

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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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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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349

证券简称：金卡股份 公告编码：

2015-069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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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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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将于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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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卡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东方 公告编号：

2015-024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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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14日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公司《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5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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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4日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I

类场外份额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ETF

基金主代码 15993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年8月1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黄金

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5年8月13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5年度第39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博时黄金ETF�I类场外份额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30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 2.313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

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23,820,370.59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

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基金份

额）

0.0010

注：本基金I类场外份额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01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5年8月18日

除息日 2015年8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I类场外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

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得的基金份额计算基准为2015年8月18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于2015年8月19日登记到投资者对应的交易账户中。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

[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

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投资者通过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站前置的博时基金网上直销自助式前台销售的博时黄

金ETF的I类场外份额的分红方式均为红利再投。

（2）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

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