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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469

证券简称：信息发展 公告编号：

2016-008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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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已于2016年3

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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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8日，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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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年

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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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中信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

2016-19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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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6年3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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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5年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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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134

证券简称：大富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27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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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3月28日，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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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3

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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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8日

股票代码：

300412

股票简称：迦南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19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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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将于

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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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迦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

2016-024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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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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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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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

年年度报告。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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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338

证券简称：开元仪器 公告编码：

2016-017

号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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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3月28日，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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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

度报告摘要》于2016年3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网网址：http://www.stcn.com

中证网网址：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长沙开元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481

证券简称：濮阳惠成 公告编号：

2016-014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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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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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290

证券简称： 荣科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19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的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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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及《2015年度

报告摘要》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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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披露，提

示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荣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039

证券简称：上海凯宝 公告编号：

2016-007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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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03

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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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年度报告摘

要》于2016年0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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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03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231

证券简称：银信科技 公告编号：

2016-004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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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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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银信长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300177

证券简称：中海达 公告编号：

2016-015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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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6年3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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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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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于2016年3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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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公告编号：临

2016－041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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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传闻核心内容：疫苗掀起整治风暴，多家上市公司卷入或被罚，成大生物或受波

及。

一、传闻简述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近日媒体关于山东疫苗事件的

系列报道，其中《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涉及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以下简称“成大生物” ）与问题疫苗企业河北省卫防生物制品供应中心（以下简

称“河北卫防生物” ）、陕西医维达康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医维达

康” ）存在业务往来。 媒体关心成大生物是否继续与上述两家公司往来，及对成大生物经

营的后期影响。

二、澄清声明

在获悉上述内容后，公司经与成大生物对相关情况进行认真核实后，现说明如下：

（一）山东疫苗事件报道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 ）立即

通知各企业自查， 成大生物也将自查情况向总局进行了书面报告， 并抄送给省市厅局。

2016年3月23日，总局在官网上发布通知（食药监办药化监[2016]33号）称“未发现涉案

药品从药品生产企业直接流入非法渠道” 。

（二）“河北卫防生物”和“陕西医维达康” 两家涉事公司在事件发生前具有合法的

疫苗经营资质，分别为成大生物在河北省和陕西省的经销商。 在本次疫苗流通渠道违法

事件被揭露之后，成大生物立即终止了与其合作关系。

（三） 河北卫防生物是隶属于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国有生物制品经营企业，

承担着全省预防性生物制品的供应，负责全省的一类疫苗分发和二类疫苗的配送经销工

作。截至2015年底，河北卫防生物共计对成大生物欠款3,501万元。河北卫防生物表示，将

积极配合还款。

（四）陕西医维达康是成大生物近年拓展西北市场时选定的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陕西

省经销商，年销量占成大生物总销量不足1%。 因约定现款现货的合作模式，因此该公司

不涉及对成大生物欠款问题。

（五）成大生物始终坚持“专业化推广，主渠道策略，快速应急处理” 的营销原则，严

格执行《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绝大部分疫苗直接销往冷链设施完备的疾控

中心主渠道。 对于少量销往经销商的疫苗，成大生物严格要求经销商保证冷链设施完备、

流向合法。

（六）山东疫苗事件短期内会对行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国疫苗行业管理体系已

通过WHO认证，通过对本次事件的依法处理，将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为企业提供更加

良好的商业流通环境。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