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73

■ 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027

证券简称：华谊兄弟 公告编号：

2019-062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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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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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027

证券简称：华谊兄弟 公告编号：

2019-063

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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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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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392

证券简称：腾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5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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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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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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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朋友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392

证券简称：腾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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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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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了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

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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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腾信创新网络营销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300001

证券简称：特锐德 公告编号：

2019-019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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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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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001

证券简称：特锐德 公告编号：

2019-020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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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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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67

证券简称：迅游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4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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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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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300467

证券简称：迅游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1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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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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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东方 公告编号：

2019-006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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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将于2019

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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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34

证券简称：金石东方 公告编号：

2019-019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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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于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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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石东方新材料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461

证券简称：田中精机 公告编号：

2019-024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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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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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461

证券简称：田中精机 公告编号：

2018-027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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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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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互联 公告编号：

2019-051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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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9年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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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343

证券简称：联创互联 公告编号：

2019-052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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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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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联创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

2019-062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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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5日，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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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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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197

证券简称：铁汉生态 公告编号：

2019-066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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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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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