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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Disclosure

编号：临2015-046

证券代码：000031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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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5年6月29日披露了《精伦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033），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起停牌。 2015年
7月6日披露了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34）；2015年7月13日披露了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
展暨延期复牌公告》（临2015-036）；2015年7月20日披露了《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第二次延期复牌公告》（临2015-038）；2015年7月27日披露了《精
伦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临2015-040）；2015年8月3日披露了 《精
伦电子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临2015-041）；2015年8月10日披露了《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第三次延期复牌公告》（临2015-044）。 公司正在全面积极推动

证券代码：002575

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截至本公告日，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1、相关中介机构正按计划开展工作，公司正全力配合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
2、本次募集资金用于相关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论证仍在进行中。 公司正在组织有关
各方就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进行详细、审慎的可行性论证，包括对项目前景的详细分析、项
目风险的全面评估和对投资回报的详尽测算。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资总金额、定价方式、具体发行对象及认购金额等方案细节
仍在磋商讨论中。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5-060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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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代码：002575）自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开市起停牌。
2015年6月19日，公司确定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6月20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6月23日开市时起停
牌。 公司已于2015年6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并于2015年6月30日、2015年7月7日、2015年7月14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2015-050、2015-053），2015年7月20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85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2015-055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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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8月15日收到上
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邮件通知。
截至2015年8月13日，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49,531,466股(其
中2015年7月21日至8月13日买入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10,870,695股，买入均价28.12元/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9524%、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
期”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1,505,0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670%、通
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
票累计达到2,600,050股（其中2015年7月21日至8月13日买入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407,600股，买入均价28.12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24%。
截至2015年8月13日，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
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账户购买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2,771,246股
（其中2015年7月21日至8月13日买入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3,200股，买入均价28.20元/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2%。
上述两公司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书，双方约定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
股东义务、共同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
截至2015年8月13日，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本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56,407,
8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11600271474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经营期限：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9055084969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誉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1316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经营期限：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831241734X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增持事项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对于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
景的看好,信息披露义务人表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新华百货股份的可能。 信
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新华百货的发展及其股票
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何时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及具体增持比例。 若发生相关
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
根据有关规定，本公司代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6日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华百货
股票代码：600785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军
公司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常誉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5年8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 ）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新华百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
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银创赢
指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兆赢投资
指 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新华百货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告书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式准则
第15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海宁路137号7层C座733B室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崔军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116002714741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
经营期限：2012年10月12日至2022年10月11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9055084969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10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2015-055、
2015-057、2015-058）。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的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法
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加快完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下属子公司情况：无下属子公司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环东一路65弄12号2388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常誉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10000000131628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投
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等
经营期限：2014年10月10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22831241734X
通讯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58号905室
联系电话：021-60517435；13917665698
下属子公司情况：无下属子公司
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介绍

（一）公司名称：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国家或地
长期居住地
区永久居留权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崔军

男

中国

董事长

无

上海市

邹小丽

女

中国

总经理

无

上海市

成健

男

中国

董事

无

上海市

（二）公司名称：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国籍

职务

■ 2015年8月17日 星期一

其他国家或地
长期居住地
区永久居留权

崔军

男

中国

董事长

无

上海市

邹小丽

女

中国

总经理

无

上海市

王敏

男

中国

董事

无

上海市

常誉

女

中国

董事

无

湖南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一致行动人关系说明
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签订《一
致行动人协议书》而形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五、除了涉嫌信息披露违规遭到调查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定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对于新华百货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其持有
的新华百货股份的可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
新华百货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增持、何时增持新华百货的股份及具
体增持比例。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其他
相关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截至2015年8月13日，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累计达到49531466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21.952393%（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赢
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 38660771 股，占该公司总股
本的 17.1345 %）、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购买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1505079 股， 占该公司总
股本的0.667052 %（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持有
新华百货A股股票1505079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6670 %）、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
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累计达到 2600050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152345 %（本次增持前“上海宝银
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 2192450 股，占该公司
总股本的0.9717 %）；
截至2015年8月13日，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
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累计达到 2771246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228219 %（本次增持前“最具巴菲特
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账户持有新华百货A股股票 2768046股，占该公司总股本
的1.2268%）；
截至2015年8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有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 56407841股，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25 %（本次增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共持
有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45126346 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20 %）。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新华百货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
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资金总额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
金3期” 账户、“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华
百货 11278295 股，交易均价28.122元/股，交易总金额为 317170149.7元；本次上海兆赢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 账户通
过二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3200股，交易均价 28.2 元/股，交易总金额为90240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新华百货股票所涉及的资金全部来源于旗下基金的合法自有资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新华百货的主营业务
或者对新华百货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对新华百货或其子公司的
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基于目前新华百货业务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击，百货业亏损，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为
提升公司业绩快速增长，推动公司业绩每年有较高的复利增长的目标，信息披露义务人拟
按照合法程序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新华百货董事，其中事项包括：解除郭涂伟、乔红
兵、曲奎、邓军、梁庆、张凤琴6个董事职务，增补崔军、邹小丽、王敏、朱文君、王双双、张舒超
6个董事，以增加公司管理层的新鲜血液，快速提高公司产业投资能力，增加公司的盈利能
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照新华百货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程序，积极推进该项工作。 届
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对新华百货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华百货其他股东之间未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
同或者默契。
四、新华百货章程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章程修改的计
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员工聘用计
划进行修改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分红政策进
行修改的计划。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暂无对新华百货业务和组织
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八、其他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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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前新华百货业务遭遇电子商务强烈冲进，百货业亏损，造成公司业绩负增长，为
提升公司业绩快速增长，为推动公司业绩每年有较高的复利增长的目标，为了新华百货未
来的发展，也为了给新华百货的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熟悉新华百
货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本着有利企业发展、提升效率、开展多元化经营的原则，计划与新
华百货共同出资10亿元人民币设立一家暂定名为“伯克希尔控股有限公司” 的企业，该企
业主要目的是投资一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上市企业， 使控股公司资产达到增值的目的，目
标是使控股公司的资产每年能产生较高的复利增长， 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
其中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共同持有
该企业51%的股份，新华百货持有该企业49%的股份。 最终目标是把该企业打造成中国的
“伯克希尔-哈撒韦” 公司。
对于上述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并未与新华百货之间达成任何口头或书面的合意，该
计划目前也暂无具体时间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曾将与该计划类似的方案递交给新华百货
物美大股东，但新华百货大股东拒绝合作。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依照新华百货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及程序，积极推进该项合作。
在此，信息披露义务人希望上市公司其他中小股东能支持以上计划，也希望支持以上
计划的中小股东能尽快与信息披露义务人联系。 另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满足持股新华百
货10%以上的股份比例达到90天的要求，已经具备自行召开股东大会的条件。 信息披露义
务人已在2015年6月8日提请新华百货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但新华百货董事会一直没有给
予答复，信息披露义务人又于2015年8月8日按程序再次向新华百货董事会提请召开股东大
会，如新华百货董事会和监事会再次拒绝召开股东大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自行在上海召
开新华百货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改选董事及共同出资设立企业事项，具体议案内容如
下：
第一，新华百货、宝银创赢、兆赢投资共同出资设立成立一家“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暂
定为 “伯克希尔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暂定为上海，经营范围暂定为“股权投资管理、投
资管理、实业投资等” ，拟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由新华百货出资4.9亿元，宝银创赢和兆
赢投资合计出资5.1亿元。该“控股有限公司” 将主要投资一些价值被严重低估的上市企业，
通过提升被投资企业的估值使控股公司的资产达到增值的目的；控股公司的目标是使资产
每年能实现较高的复利增长，希望能打造成中国的伯克希尔公司。
第二，解除郭涂伟、乔红兵董事职务，增补崔军、王敏2个董事。
针对更换董事的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不排除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以提议解除曲
奎、邓军、梁庆、张凤琴的董事职务。 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向新华百货提议，增选邹小丽、
朱文君、王双双、张舒超为新华百货的董事。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新华百货独立性影响的分析
本次增持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符合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同业竞争情况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除2015年5月21日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拟认购2015年
度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新华百货之间不存在其
他关联交易。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2015年5月21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新华百货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合同》，按
照合同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认购新华百货非公开发行股票560万股。 该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已经新华百货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拟报送中国证监会核准，截至
本报告书披露之日，中国证监会尚未核准该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
合同》合同尚未生效。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的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
百货之间不存在其他进行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3000万元或者高于新华百货最近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关联交易情况
的说明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关联方与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未进行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新华百货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及类似的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不存在对新华百货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更换、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对新华百货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新华百货根据本次收购所披露信息外，不存在对新华百货有重大
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6个月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一）“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88501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18 元/股- 15.288元/股；
2、201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758695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55元/股-17.57元/股；
201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1649977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81元/股-17.7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1209622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7.83元/股- 22.747 元/股；
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卖出新华百货股票3103563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53元/股-18.11元/股；（该卖出行为发生在第一次举牌之前）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6、2015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0809588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59元/股- 29.546元/股；
7,2015年8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218600 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27.81元/股—31元/股
（二）“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股；
2、2015年3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6720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966元/股-17元/股；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750479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9元/股- 17.85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 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6、2015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87400股， 价格在人民币15.59元/
股；
（三）“上海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 股；
2、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180100股，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6.8
元/股-16.938元/股；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140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17.1元/股
-21.23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6、2015年7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236865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5.76元/股- 28.45元/股；
7,2015年8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9900 股，价格在人民币28.085元/股
（四）“最具巴菲特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账户交易情况：
1、2015年2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2、2015年3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 股；
3、2015年4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2720770股， 价格区间在人民币
16.84元/股- 18.12元/股；
4、2015年5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 0股；
5、2015年6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0 股；
6、2015年7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47276股，价格在人民币23.95元/股；
7,2015年8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入新华百货股票3200股，价格在人民币28.2元/股
除上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有其它买卖新华百货股票的行为。
（五）2015年2月--8月，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创
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3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累计达到 4953146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18 元- 31元；通过旗下基金“上海宝银
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累计达到1505079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59 元- 17.85元；通过旗下基金“上海
宝银创赢最具巴菲特潜力对冲基金16期”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
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2600050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5.72元-28.45元；
2015年3月 --7月，上海兆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旗下基金“最具巴菲特
潜力500倍基金3期对冲基金 ” 账户购买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普通股
股票累计达到2771246股，交易价格区间为16.84元- 28.2元；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简况
1、上海宝银创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3.31

资产总计

27475820.39

20582211.19

14399427.02

负债总计

5149634.12

3297225.42

77910

所有者权益总计

22326186.27

17284985.77

14321517.02

收入利润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1900000

0

0

营业利润

4122748.9

-3006531.25

-77882.98

利润总额

5122807.33

-3006531.25

-77882.98

净利润

5041200.5

-3006531.25

-77882.98

主要财务指标

2014年度/2014.12.31 2013年度/2013.12.31 2012年度/2012.12.31

资产负债率（%）

18.74

净资产收益率（%） 22.58

16.02

0.54

-17.39

-0.54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法人代表身份证、
法人代表证明书）。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新华百货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
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
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