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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300180

证券简称：华峰超纤 公告编号：

2014-030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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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于2014年8月15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公布， 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372

证券简称：欣泰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37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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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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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4日，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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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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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丹东欣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264

证券简称：佳创视讯 公告编号：

2014-041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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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3日，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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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佳创视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211

证券简称：亿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31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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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于2014年8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和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更全面了解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

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内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 于2014年8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上作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271

证券简称：华宇软件 公告编号：

2014-076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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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

告及摘要已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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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华宇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351

证券简称：永贵电器 公告编码：（

2014

）

038

号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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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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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3日，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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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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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257

证券简称：开山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1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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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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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14日，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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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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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300236

证券简称：上海新阳 公告编号：

2014-050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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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

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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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191

证券简称：潜能恒信 公告编号：

2014-031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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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8月1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潜能恒信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简称：洲明科技 证券代码：

300232

公告编号：

2014-038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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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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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379

证券简称：东方通 公告编号：

2014-058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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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

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年8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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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4-066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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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购买土地情况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2年5月18日召开了2011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江西省设立全资子公司及投资建设尚荣医

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江西省南昌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江

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尚荣” ）负责实施公司在南昌市小蓝经济开发区投

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南昌产业园项目）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在江西省设立“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及投资建设尚荣医疗健康产业

综合体（南昌产业园）”项目的相关事宜。

二、土地竞买进展情况

2014年4月1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尚荣参与了南昌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活动, 以总价人民币1,753.221万元竞得宗地编号DAJ2014018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与南昌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成交确认书》,确认江西尚荣为

宗地编号DAJ2014018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竞得人。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17日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7)。

近日，江西尚荣收到了与南昌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合同。 具体内容如下：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出让人：江西省南昌县国土资源局

受让人：江西尚荣投资有限公司

2、宗地位置：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大道以南、金沙二路以东。

3、宗地编号：360102140018

4、宗地面积：宗地总面积为50,818平方米（大写：伍万零捌佰壹拾捌平方米），其中出

让宗地面积为50,818平方米（大写：伍万零捌佰壹拾捌平方米）。

5、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6、建筑容积率：不高于3.5，不低于3

7、建筑密度：不低于,30%

8、绿地率：不高于20%

9、土地使用权限：50年

10、出让价款：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款为人民币17,532,210元(大

写：壹仟柒佰伍拾叁万贰仟贰佰壹拾元)。

四、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尚荣本次竞得的土地，将为南昌产业园项目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

土地资源，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