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300393

证券简称：中来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8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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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已于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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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

300464

证券简称：星徽精密 公告编码：

2015-091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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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300189

证券简称：神农大丰 公告编号：

2015-074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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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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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2日，公司第5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

第三季度报告》 于2015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为：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海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439

证券简称：美康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51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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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2日，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二届监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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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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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300463

证券简称

:

迈克生物 公告编号

:2015-051

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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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已于 2015�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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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迈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445

证券简称：康斯特 公告编号：

2015-049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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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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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康斯特仪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326

证券简称：凯利泰 公告编号：

2015-081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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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已于2015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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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300399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码（

2015

）

144

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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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2�日，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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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

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300323

证券简称：华灿光电 编号：

2015-074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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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已于2015

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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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441

证券简称：鲍斯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7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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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2日，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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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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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189

证券简称：吉林森工 编号：临

2015-056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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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5年8月10日起停牌。 2015年8月24日，本公司发布《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

程序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7）。 2015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本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发布《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9），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3日起继续

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吉林森工人造板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造板集团” ）。

（二）交易方式

对人造板集团出资参股，同时向人造板集团出售资产。

（三）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是公司人造板业务的相关股权或资产。

出资资产和出售资产的范围初步确定为：本公司下属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红石中密度纤

维板厂（包含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吉红林销售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露水

河刨花板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三岔子刨花板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江

刨花板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人造板销售分公司（包含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销售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营业部、吉

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销处）、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包含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等分公司的资产、负债和公司持有

的吉林森工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森工白山人造板有限责任公司（包含吉林森工外墙装饰板有限公

司）、吉林森工白河刨花板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露水河人造板有限公司等子公司的股权。

以上重组框架以及出资资产和出售资产的范围可能会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等做适当调整。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正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有序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等方面工作。

有关各方对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协商沟通中，重组方案尚需论证且需取得

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有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或意向协议，公司尚未与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签订

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广、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工作量大、程序较复杂，有关各方

仍需就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的相关事项进行协商沟通，并论证重组方案。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鉴于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

23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吉林森林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198

证券简称：纳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1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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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全文》 已于2015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B009

■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