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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218

证券简称：安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8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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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已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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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089

证券简称：长城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66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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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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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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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证网网址为：http://www.cs.com.cn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广东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358

证券简称

:

楚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7

号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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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8月19日，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4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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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239

证券简称：东宝生物 公告编号：

2014-039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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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本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2014

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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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383

证券简称：光环新网 公告编号：

2014-044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披露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4年8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4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081

证券简称：恒信移动 公告编号：

2014-027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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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已于2014年8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恒信移动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296

证券简称：利亚德 公告编号：

2014-057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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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

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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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341

证券简称：麦迪电气 公告编号：

2014-039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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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奥迪（厦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8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100

证券简称：双林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75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已于2014年8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询！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205

证券简称：天喻信息 公告编号：

2014-030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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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将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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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天喻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015

证券简称：

*ST

霞客 公告编号：

2014-065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及股票继续

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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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拟

披露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

于2014年7月17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因公司重大事项需继续核实，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

免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霞客” 、证券代码“002015” ）价格

大幅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

关事项披露后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024

证券简称：机器人 公告编号：

2014-046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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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以下简称“预案” ）于2014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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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此公告。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58

股票简称：中体产业 编号：临

2014-36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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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0日，公司收到大股东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基金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基金中心” ）关于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征询函

的复函。 2014年8月8日，基金中心收到天津证监局《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决定书做出了“关于对基金中心采取责令公开说明

措施的决定” 。 基金中心就上述事项正履行相关程序，并将根据

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公司股票已于8月14日、15日、18日、19日、

20日停牌。 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则，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直至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股票再申请复牌。

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体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300218

证券简称：安利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39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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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计划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安徽安利合成革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于2014

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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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此公告！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