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50� � �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17-05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部分超额募集资金银行存管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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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979号文核准，首次向中国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000万股，每股发行

价为人民币30.00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0,000.00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8,490.1558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1,509.8442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1年12月30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1〕

2-37号）。

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17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

分超额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决定将存放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超额

募集资金全部取出，根据经营需要存放到已开设在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湘银行"）的存管专户（户名：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00700102010000000522），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2017年8月21日公司与三湘银行及

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或"保荐机构"）

一、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超额募集资金专项存管账户 （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

00700102010000000522� ，截止至2017年8月1日，专户余额为 109,884,459.97� 元。该专户为甲

方超额募集资金的存管专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

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志、张艳英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

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

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5号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乙方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

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

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后失效。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828� � � �证券简称：贝肯能源 公告编号：2017-066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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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

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2,000万

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以及国债逆回购品种，且在该额度内资金

可进行滚动使用，滚动使用时间不超过12个月。此现金管理事项由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决

定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

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决议内容和意见详见本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2017年8月15日， 公司与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兴路支行签署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7,5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事项如下：

1、产品名称：宝石花系列理财产品1号（2017年第249期对公保本）

2、产品代码：KLBSHO117249

3、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4、产品期限：35天

5、产品收益率：3.7%/年

6、产品起息日：2017年08月16日

7、产品到期日：2017年09月20日

8、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7,500万元

9、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7,500万元（含本

次），国债逆回购品种为人民币余额7,100万元。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以上操作由财务部具体实施。

三、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公司购买的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

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司过去12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不包含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序号 发行方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理财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是否

到期

1 中国建设银行

乾元众享保本

型2017年

第3期

募集资金 6,000 2017-1-24 2017-5-11 3.4 是

2

昆仑银行

中兴路

宝石花对公

保本系列1号

募集资金 3,500 2017-3-08 2017-4-12 3.2 是

3 中国建设银行

乾元众享保本

型2017年

第3期

募集资金 6,000 2017-5-17 2017-8-17 3.7 是

4

昆仑银行

中兴路

宝石花对公

保本系列1号

募集资金 7,500 2017-5-24 2017-6-21 3.5 是

5

昆仑银行

中兴路

宝石花对公保

本系列 1�号

募集资金 7,500 2017-6-26 2017-8-2 3.5 是

(上述情况不包括国债逆回购品种)

特此公告！

新疆贝肯能源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17� � �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2017-106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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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08月21日（周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08月20日（周日）至2017年08月21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8月2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

年8月20日下午15:00至2017年8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园林十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9,329,717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0.700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9,080,

61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640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

份249,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59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

所刘桂君律师、叶坚鑫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扩股项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尹洪卫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8,

784,184股。

表决结果：同意8,784,184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综合授信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9,329,717股，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刘桂君律师、叶坚鑫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7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500� � � �证券简称：通用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0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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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8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港下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2,047,9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94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顾萃主持，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 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

东大会的议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20万条全钢子午胎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0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王竹倩 552,024,501 99.995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120万条全钢

子午胎项目的议案

20,0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关于《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47,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532,000,000�股；公司股东无锡红

豆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20,000,000�股。以上关联股东对议案 2、3�和 4�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彦妍、董昀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江苏通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89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

会议于2017年8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7年8月14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经参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登载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90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为全面推进落实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体育” 、“公司” ）体育

“空间+内容”商业模式，进一步聚焦体育主业，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运

营效率，公司拟对位于杭州、南通的 54处闲置房产（商业物业）按市场价出售，最终处置价格

以成交价为准。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拟处置房产基本情况如下表：

房号

面积

（平米）

拟售价（元）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映荷路206 82.93 2,322,040 1,726,279.18 1,687,437.90

映荷路208 43.24 1,232,340 944,646.94 921,621.17

映荷路210 92.09 2,578,520 1,983,383.73 1,957,351.82

映荷路212 43.24 1,232,340 944,646.94 923,392.38

映荷路214 43.24 1,232,340 944,646.94 923,392.38

映荷路216 61.11 1,741,635 1,385,424.80 1,346,459.73

月荷路48 181.70 3,634,000 2,621,385.90 2,552,574.52

月荷路28 209.26 4,394,460 3,622,792.84 3,568,450.95

顺达路27 40.02 1,000,500 824,812.20 803,160.88

顺达路29 203.92 3,772,520 3,110,065.48 3,022,594.89

振兴西路293 215.07 4,946,610 3,767,703.80 3,689,994.91

振兴西路295 233.55 5,371,650 4,067,378.35 3,975,862.34

振兴西路299 142.01 3,805,868 2,839,021.32 2,764,497.01

振兴西路309 109.56 2,826,648 2,258,031.60 2,207,225.89

振兴西路321 122.82 3,291,576 2,468,037.20 2,407,878.79

振兴西路333 136.18 3,649,624 2,736,503.10 2,664,669.89

振兴西路343 107.71 2,886,628 2,153,306.02 2,092,744.29

振兴西路345 294.22 6,767,060 5,033,015.56 4,891,462.00

振兴西路347 292.07 6,717,610 5,176,823.92 5,070,051.93

振兴西路349 132.86 3,560,648 2,601,332.40 2,542,802.42

振兴西路355 153.25 4,137,750 3,158,482.50 3,075,572.33

振兴西路361 232.70 5,584,800 4,124,514.40 4,023,979.36

东湖北路66-7 197.41 3,292,799 2,344,357.00 2,344,357.00

东湖北路66-10 197.41 3,292,799 2,363,731.88 2,363,731.88

东湖北路66-15 124.66 2,218,948 1,480,409.04 1,480,409.04

东湖北路66-18 117.34 2,323,332 1,715,937.99 1,686,981.55

东湖北路66-19 120.62 1,929,920 1,598,167.63 1,598,167.63

东湖北路66-23 222.19 3,332,850 2,616,826.82 2,616,826.82

东湖北路100号 81.53 4,076,500 3,224,717.82 3,158,208.02

东湖北路100-3号 106.23 4,142,970 2,721,177.82 2,721,177.82

东湖北路100-4号 58.98 2,418,180 2,014,434.98 1,991,772.59

东湖北路104-1号 54.26 2,495,960 1,949,082.03 1,930,809.39

东湖北路104-2号 93.47 3,645,330 2,687,875.14 2,657,636.55

东湖北路104-3号 93.47 3,645,330 2,678,701.58 2,653,588.75

东湖北路104-4号 93.47 3,645,330 2,678,701.58 2,653,588.75

东湖北路104-5号 93.47 3,645,330 2,678,701.58 2,653,588.75

东湖北路100-7-202号 37.56 1,194,408 873,661.45 862,194.64

东湖北路100-7-204号 28.97 837,088 707,973.65 693,371.69

东湖北路100-7-205号 196.20 4,316,400 3,312,048.45 3,243,737.45

东湖北路104-7-203号 93.47 2,243,280 1,807,206.20 1,769,932.57

东湖北路104-7-204号 93.47 2,243,280 1,807,206.20 1,769,932.57

东湖北路104-7-205号 93.47 2,243,280 1,807,206.20 1,769,932.57

东湖北路104-7-206号 93.47 2,243,280 1,807,206.20 1,793,652.15

东湖北路104-7-207号 93.47 2,243,280 1,807,206.20 1,793,652.15

东湖北路114号 270.52 8,656,640 6,611,012.23 6,573,825.29

超峰东路1号 85.63 4,709,650 3,504,541.72 3,484,828.67

超峰东路25号 58.54 2,927,000 2,234,969.25 2,218,206.98

丰登街36-15号 87.19 3,313,220 2,764,676.89 2,728,390.51

丰登街36-13号 91.78 3,487,640 2,910,219.56 2,872,022.93

青年中路8-3-104 352.47 10,574,100 9,082,395.74 8,946,159.80

青年中路8-3-105 301.75 9,052,500 7,775,450.15 7,658,818.39

青年中路8-3-106 301.75 9,052,500 7,775,450.15 7,658,818.39

青年中路8-3-107 301.75 9,052,500 7,775,450.15 7,775,450.15

青年中路8-3-108 301.75 9,052,500 7,775,450.15 7,775,450.15

总计 7,710.47 208,235,291 163,384,388.60 161,012,399.40

注：以上数据截至2017年6月30日。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行情择机全权代表公司办理出售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

文件。

（三）审批程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会议

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闲置房产的议案》。本

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推进落实体育

“空间+内容”商业模式，盘活公司闲置资产，有效回笼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

远发展目标。本次交易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如成功，将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正面影响。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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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莱茵体育”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自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前， 公司为全资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净增加额为24.8亿元。 截止本公告日， 该担保授权额度尚未全部使

用。鉴于公司2017年投资项目较多，尤其是体育小镇及体育综合体投资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拟

增加为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对象 新增担保额度

1 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2 莱茵达（桐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50,000

3 杭州萧山莱茵达体育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4 莱茵达西部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000

5 嘉兴莱鸿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5,000

6 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170,000

1、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存在以下情形：

（1）担保对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3）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4）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后公司为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2、若公司子公司通过银行或其它方式融资，在下列情形下公司将按与合作方的股权比例

对等提供担保：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2）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3、以上经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由董事会批准的担保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审议同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同意。

4、具体实施时，将根据公司或子公司与贷款银行或相关权利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办理。

上述授权尚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名称：香港莱茵达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0号新港中心第一座5字楼511室

（2）注册资本：800万美元

（3）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咨询

（4）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5）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389.91万元，负债总额0元，所有者权

益3,389.91万元，2016年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33.88万元。

（二）被担保人名称：莱茵达（桐庐）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县城大奇山路937号218室

（2）法定代表人：韩轩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体育项目投资、开发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非文化教育培训；赛

事活动组织策划；体育产品销售；承办展览展示；组织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服务；物业

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公关活动组织策划，健身服务及咨询，自有设备租赁；体育器材

的研发。（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6）该公司为新设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0。

（三）被担保人名称：杭州萧山莱茵达体育小镇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浦阳镇下山俞村，尖山村

（2）法定代表人：韩轩刚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体育场馆的投资、经营管理、租赁；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承办展览展

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除演出及演出中介）；会议服务；赛事活动组织策划；房地产开发

经营；酒店管理；成年人的非学历文化教育培训；销售：文化用品、电子产品、体育用品、针纺织

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工业产品设计；物业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国内广告；公关活动组织策划，滑雪服务及咨询；体育场馆设备的上门安装、上门维

修；体育器材的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6）该公司为新设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0。

（四）被担保人名称：莱茵达西部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大道26号

（2）法定代表人：王银海

（3）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商业设施建设；体育活动组织与策划；体育场馆设计、

施工、管理及设备安装（涉及许可的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体育用品研发及销售；

知识产权代理（涉及许可的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会展服务；设计、代理、发布各

类广告；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涉及许可的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建筑技术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仓储服务（不含化危品）；商业项目定位、布局规划及空间设计；市场调查、经营

定位、规划设计及运营管理；企业营销策划；健身场馆经营管理；销售：服饰、日用百货。**[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6）该公司为新设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0。

（五）被担保人名称：嘉兴莱鸿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丽晶广场9楼902室-1

（2）法定代表人：王银海

（3）注册资本：3,000万美元

（4）经营范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体育场馆的设计、施工、经营管理及设

备安装；体育用品的研发与销售；物业管理；出租自有房屋；设备租赁；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

询；商务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室内装饰及设计；会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销

售健身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电设备；从事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间接持有其55%股权。

（6）该公司为新设孙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0。

（六）被担保人名称：浙江莱茵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

（2）法定代表人：徐兰芝

（3）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4）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从事进出口业务。

（5）与本公司关联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6）该公司为新设子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与贷款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本次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新增担保额度为17亿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30.96%。截至目前，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的余额为53,495万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1%。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

大会前批准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净增加额为17亿元， 公司董事会

认为，本次新增担保额度是子公司各项目生产经营之需要，是根据子公司经营目标及资金需求

情况确定的，本公司能够通过对子公司实施有效管理，控制相关风险，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

求。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

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 本次拟授权董事会自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之日起至2017年度股东大会前批准公司为子公司以及子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净增加额为17亿元，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已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本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我们认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授权董事会批准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是合理的，

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92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

会第六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7年4月6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公司总股本859,482,63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0元（含税），送红股0股

（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于2017年6月5日

实施完毕。

公司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应对《公司章程》

的部分内容做如下修订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9,482,633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89,223,949元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859,482,633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859,482,633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十八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289,223,949股，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1,289,223,949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7-093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9月5日（星期二）14:5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9月4日—2017年9月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4日下午15:00至2017年9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4、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17年8月31日（星期四）

截止到2017年8月3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6、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参见2017年8月2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关

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 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

网络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单位证明、证券帐户卡、持股证明，授

权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人证券帐户卡、身份证复印件、持股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

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2017年9月5日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

3、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证券事务部及股东大会现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具体操作流程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20楼

邮政编码：310012

电话：0571－87851738

传真：0571－87851739

联系人：李钢孟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

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58” ；投票简称为“莱茵投票” 。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授权董事会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00

2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

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

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7年9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7年9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

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具有全权表决权；

2、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2017年 8月 22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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