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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300721

证券简称

:

怡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0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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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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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

2020

（

045

）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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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7月30日，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7月31日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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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371

证券简称：汇中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0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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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

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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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

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汇中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589

证券简称：江龙船艇 公告编号：

2020-044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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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已于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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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502

证券简称：新易盛 公告编号：

2020-061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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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 7�月30日，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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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具体内容于 2020� 年 7� 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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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新易盛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196

证券简称：长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4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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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0日，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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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半年度报告于2020年7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

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 （场内简称： 弘盈A； 交易代码：

160520）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基金份额

净值。 2020年7月30日，弘盈A二级市场收盘价为2.256元，相对于当日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超80%，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

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弘盈A将于2020年7月3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

2020年7月31日10：30复牌。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提示

如下：

1、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

场外份额转至场内。 如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

易市场卖出， 因场内份额的增多， 弘盈A的在场内的交易溢价可能出现大幅收

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溢价时买入，

将可能承担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而带来的损失， 特别提请投资者关

注此风险。

2、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19年9月10日

至2021年3月9日，本基金将于2021年3月10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弘盈A的

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与弘

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

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投资者投资

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

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

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3、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

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

临重大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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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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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627

证券简称：华测导航 公告编号：

2020-042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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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于2020年7月31日在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

业板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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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460

证券简称：惠伦晶体 公告编号：

2020-059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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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于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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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807

证券简称：天迈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2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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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0年7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

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公司2020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于2020年7月3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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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037

证券简称：新宙邦 公告编号：

2020-080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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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已于2020年7月31日在符合条件的信息披露网站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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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新宙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300396

证券简称：迪瑞医疗 公告编号：

2020-090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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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于2020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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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