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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738

证券简称：奥飞数据 公告编号：

2018-079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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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

2018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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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97

证券简称：富祥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9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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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18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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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富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093

证券简称：金刚玻璃 公告编号：

2018-071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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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金刚玻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已于2018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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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广大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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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577

证券简称：开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3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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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0月

26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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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

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安徽开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6日

股票代码：

300237

股票简称：美晨生态 公告编号：

2018-144

证券代码：

112558

证券简称：

17

美晨

01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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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已

于2018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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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586

证券简称：美联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92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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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5日，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公司2018�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已于

2018�年 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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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745

证券简称：欣锐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51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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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0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等议

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等相关情况，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年10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平台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深圳欣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18-037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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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800，证券简称：一汽轿车，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于2018年10月25日和10月2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关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汽” ）

与16家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银行给中国一汽意向性授信共计10150亿元” 事项，经

询问中国一汽答复如下：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加快吉林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动能，2018年10月21日-24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和东北振

兴金融合作机制在长春共同举办“金融助振兴—吉林行动” 系列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吉

林省政府与多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各项事业发展的战略协议， 同时中国一汽与国家开发银

行等16家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本次签约将促进银企双方共同发展及长期合作，实现

银企双赢目标。

中国一汽与各银行签署的上述战略合作协议是“框架性” 合作协议，授信额度为“意

向性”授信额度，并非实际授信额度，不代表中国一汽真实的资金需求。 目前，对一汽轿车

不构成影响。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有

关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公司2018年10月13日披露了《2018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预计2018年1-9月份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盈利11,500万元至15,500万元，并拟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173

证券简称：智慧松德 公告编号：

2018-120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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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将于2018

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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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松德智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659

证券简称：中孚信息 公告编号：

2018-098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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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年10

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孚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462

证券简称：华铭智能 公告编号：

2018-079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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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于2018年10月 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巨潮资讯网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华铭智能终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158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

2018-106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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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8年10

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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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