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京文化 股票代码 0008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晨 江洋

电话 57807786 57807780

传真 57807778 57807778

电子信箱 chenc@ibjtour.com 000802@ibjtou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

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556,551.75 82,397,239.06 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361,566.65 6,316,979.47 -4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61,296.31 2,577,581.70 -8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5,048,959.77 -25,813,153.28 42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168 -48.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0.0168 -4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74% -0.3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56,744,559.25 1,506,672,101.44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20,498,290.49 924,908,731.04 -0.4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5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06% 112,915,317 质押 107,407,600

王绍林 境内自然人 4.86% 18,885,924

杨亚涛 境内自然人 2.74% 10,644,195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

信精选平衡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32% 9,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主题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6,499,54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

合

其他 1.59% 6,189,83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国企改革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1% 5,463,87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医疗保健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4% 5,221,4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兴全绿色投资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32% 5,119,588

中国农业银行－大成景

阳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6% 4,907,4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我公司股票5,507,678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围绕公司2015年年度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工

作，各项经营况良好。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包含旅游、影视文化两个板

块。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8,655.66万元，同口径比去年

增加415.94万元,同比增加5.05%；实现利润总额502.92万元，同口径

比去年减少572.61万元，同比减少53.24%；实现净利润336.16万元，

同口径比去年减少295.54万元，同比减少46.79%。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

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出售天津华胜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

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

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

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水井 600779

四川制药、 全兴股

份、水井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冀东 乔明祥

电话 (028)86252847 (028)86252847

传真 (028)86695460 (028)86695460

电子信箱 dongshiban@swellfun.com dongshiban@swellfun.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8,843,610.12 141,861,858.46 174.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187,851.96 -121,680,958.5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0,262,207.26 -124,518,105.7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73,805.97 -94,953,543.78 不适用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6,121,519.84 1,205,933,667.88 4.16

总资产 1,593,147,436.50 1,622,153,138.66 -1.7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主要会计数据 38,6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9.71 193,996,444 193,222,186 无

朱照荣

境内自然

人

1.34 6,565,406 未知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未知 1.16 5,659,698 未知

周启增

境内自然

人

0.74 3,591,500 未知

蒋宏业

境内自然

人

0.72 3,500,000 未知

杨勤

境内自然

人

0.66 3,243,300 未知

徐云富

境内自然

人

0.62 3,049,510 未知

胡建新

境内自然

人

0.61 3,000,000 未知

朱仁伟

境内自然

人

0.61 2,964,100 未知

高华－汇丰－

GOLDMAN,�SACHS�&�

CO.

未知 0.48 2,344,25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经济增长趋缓、白酒市场疲软乏力等不利因

素， 公司按照既定经营方针和经营目标要求， 以年度行动计划为指

引，及时研判市场形势，积极创新营销思路，不断优化营销策略，努力

克服行业调整、消费萎缩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了生产经营的平稳运

行，较好地完成了阶段性的经营目标。 1-6月，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388,843,610.12�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74.10%； 营业利润76,621,

770.7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1.21%；实现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

50,187,851.96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1.24%。

在生产经营管理方面，公司通过实行生产班组优化整合、阶段性

生产总结、生产过程数据管控、班组绩效奖惩等各项有效措施，不断

将“坚持传统工艺，推行精益生产、精细管理、数据管控、传承创新”

的科学管理理念贯穿整个生产控制过程。同时，以“尝评指导生产、生

产促进尝评” 为指导，使原酒生产质量得到不断提升。报告期内，公司

举办了2015年酿酒技能比武大赛。 通过比赛，有力地促进了水井坊传

统酿造技艺的传承、提升，大大激发了员工的生产潜能，形成了“比学

赶帮超”的良好工作氛围，也为酿酒技艺后备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基

础。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合规敏感性，持续改善、

优化公司合规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合规运转效率。 公司通过季度性的

员工大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等工作平台，持续向员工传递合规

期望。设置第三方合规热线，不断强化公司合规监督机制。同时，全面

推行水井坊《营销守则》，为水井坊品牌在所有的营销活动中都能够

有效规避风险、做负责任的企业提供强有力保障。

在市场营销方面，通过积极的市场与行业调研，以科学的发展理

念，快速决策、快速行动，在传递品牌核心价值的同时，践行以消费者

为导向的差异化品牌发展战略。 同时，不断开辟新渠道，立体式丰富

产品阵营并创新尝试各种全新的销售模式。

2015上半年公司与知名数字视频网站优酷土豆集团及其他多家

快速发展的视频网站深度合作，开展视频网站广告贴片营销。 除此之

外，公司还加大了自媒体平台的营销改革，全面调整了微信平台的运

作策略。

从2015年起，公司全力打造“第一坊?敬知音” 高端品鉴会活动，

以现代方式诠释中国传统白酒文化， 让到场的经销商和消费者深入

了解水井坊的出众品质、悠久历史及传承创新的品牌精神，在增进品

牌美誉度和影响力的同时也有力地提升了水井坊产品的销售。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了水井坊产品阵营。 在2014年9

月公司与当代艺术大师方立均先生合作，推出水井坊酒?艺术臻酿?

方力钧的酒《1997?态》之后，今年上半年又推出了第二款产品———

水井坊酒?艺术臻酿?方力钧《幸福》，持续锁定偏好文化艺术的精英

人群，从产品包装、酒体，到体验活动，都极具艺术、时尚调性，进一步

强化了水井坊600年来不断传承的大雅艺术文化。

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白酒市场竞争也将会更为激

烈。 鉴于此，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合规内控风险管理，合理有效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不断强化市场网络建设，积极做好市场营销工作，努力

推动公司主营业务健康稳定发展， 力争实现2015年扭亏为盈的经营

目标。

3.1.1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8,843,610.12 141,861,858.46 174.10%

营业成本 100,152,176.25 49,046,942.59 104.20%

销售费用 85,078,184.62 123,575,057.13 -31.15%

管理费用 73,534,005.56 92,360,116.56 -20.38%

财务费用 -1,046,701.46 -774,431.00 -3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573,805.97 -94,953,543.78 137.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5,822.58 -24,699,917.46 80.3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37,367.27 100.00%

研发支出 2,203,595.76 2,851,108.80 -22.7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白酒行业转暖市场需求增加，

公司加大创新力度、完善总代制、构建多元化通路行销模式，营业收

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营业收入增长，营业成本同比

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加强预算控制，合理、有效

地降低各项费用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进一步优化组织架构和人

员配置，加强预算控制合理、有效地降低各项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经营

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现销收入增长较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构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大幅减

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同期

控股子公司兴千业清算注销所支付的现金较大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年人员优化导致本期计入的

人员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其他

(1)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经营计划进展情况请参见本节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

情况的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3.1.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酒业 388,202,921.57 98,790,628.01 74.55 180.67 108.66 增加8.78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中高档酒 387,548,974.89 98,472,226.88 74.59 182.68 112.83 增加8.34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省内 62,825,207.11 53.92

省外 311,085,848.46 271.35

出口 14,291,866.00 1.99

合计 388,202,921.57 180.08

各区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主要系上半年市场环境

回暖，销售量增加所致。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改变。

3.1.4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

性质

注册资本

期末资产

总额

期末负债

总额

期末净资产

总额

本期营业

收入总额

本期净利

润

成都水井坊营销

有限公司

销售 1000.00 18,871.63 60.74 18,810.89 458.27 117.59

成都江海贸易发

展有限公司

销售 1000.00 14,701.92 21,598.34 -6,896.43 24,379.05 2,606.53

成都嘉峰商贸有

限公司

销售 500.00 7,969.44 24,838.54 -16,869.10 14,103.52 1,769.84

成都瑞锦商贸有

限公司

销售 500.00 1,093.90 0.50 1,093.40 0.00 -0.49

成都嘉源酒业营

销有限公司

销售 1000.00 11,568.39 7,966.54 3,601.85 20,225.09 855.06

成都蓉上坊营销

有限公司

销售 500.00 33,107.86 36,329.85 -3,221.99 420.00 -589.48

成都水井坊酒业

有限公司

生产 、

销售

11,821.21 2,124.18 4,333.45 -2,209.27 2,417.81 16.70

成都腾源酒业营

销有限公司

销售 500.00 929.31 6.19 923.12 0.00 -25.83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

况

新产品开发

基地及技术

改 造 项 目

（邛崃）

2,283,130,000.00

一期一区已

转固，一期二

区终止

469,905,529.13 无

合计 2,283,130,000.00 / 0.00 469,905,529.13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及本公司《章程》规定

制定并经2015年6月30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4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其决策程序合规，

独立董事尽职履责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且在实际执行中完全符合股

东大会决议要求。

3.2.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3.3其他披露事项

3.3.1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

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董事会、监事会对本公司2014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作出的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4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截至目前，公司正在与郫县政

府积极沟通中，双方将本着合法合规并且保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妥善

解决相关问题。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Joseph� Tcheng（陈寿祺）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779

股票简称：

*ST

水井 编号：临

2015-029

号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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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董事、总经理James� Michael� Rice（大米）先生向董

事会表达了辞职意愿：因个人原因，自2015年9月30日起辞去其担任

的公司董事、总经理、战略与执行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职务。

2015年9月30日后， 在总经理职位空缺期间公司拟暂由现任董

事、财务总监Peter� Hui（许法康）先生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相关职

责，直至公司聘任新任总经理为止。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 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和总经理的

聘任工作。 在James� Michael� Rice（大米）先生离职之前，公司将与

James� Michael� Rice （大米） 先生对其所负责的工作进行平稳交

接、过渡。

本公司董事会对James� Michael� Rice（大米）先生在担任公司

领导职务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

容，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仰帆控股 600421 国药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闻彩兵

电话 027-87654767

传真 027-87654767

电子信箱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83,147,042.33 92,546,648.00 -1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11,693.31 5,456,801.42 10.1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08,871.02 2,023,860.49 -614.31

营业收入 17,938,584.68 28,118,973.12 -3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4,891.89 1,124,274.39 -5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6,891.89 375,662.06 -20.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6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006 -5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

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4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50 34,234,261 0 无

浙江恒顺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8.27 16,170,375 0 未知

新疆中泰富力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未知 4.98 9,743,648 0 未知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9 6,428,820 0 未知

李昊 未知 1.82 3,565,075 0 未知

仰帆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3,236,497 0 无

杭华 未知 1.63 3,192,484 0 未知

章红雨 未知 1.52 2,973,650 0 未知

上海镇威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2,698,100 0 无

上海芮泰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鼎富1号基金

未知 1.15 2,256,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镇威实业有限公司、仰帆投资（上

海）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2、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与浙江恒顺投

资有限公司均为中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构成

一致行动人；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为子公司上海奥柏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开

展的内燃机配件的生产和销售业务。 由于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经

济增速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公司内燃机配件的上游需求减少，1-6月公

司内燃机配件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6%。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7,938,584.68元，实现净利润1,037,

507.16元。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7,938,584.68 28,118,973.12 -36.20

营业成本 10,335,734.13 23,473,130.01 -55.97

销售费用 2,770,832.21 520,310.28 432.53

管理费用 3,315,036.65 2,687,499.73 23.35

财务费用 -2,661.30 -32,475.69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08,871.02 2,023,860.49 -614.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3,162.39 -760,726.50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子公司上海奥柏的销售量下滑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子公司上海奥柏的销售量下滑，同时原

材料价格下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子公司上海奥柏发生并计提了产品质

量保证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公司支付了部分往

来款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内燃机配件 17,938,584.68 10,335,734.13 42.38 -36.20 -55.97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内燃机配件 17,938,584.68 10,335,734.13 42.38 -36.20 -55.97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本期公司产品毛利率与上年相比有较大变化,�系成本核算差异以及

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

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

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无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

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周伟兴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证券简称：仰帆控股 公告编号：

2015-026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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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核实，并向控股股东书面函证，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12日、13日、1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

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

的重大事宜。

2、经公司自查及向公司控股股东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函证确

认，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

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421

股票简称：仰帆控股 编号：

2015

—

025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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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 12月

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41055号）。 因公

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目前尚无新的进展。

如公司因该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最终认定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暂停上市。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

关信息，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仰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公司代码：

600779

公司简称：

*ST

水井

四 川 水 井 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802

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5-53

北 京 京 西 文 化 旅 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421

公司简称：仰帆控股

湖 北 仰 帆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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