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184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国寿安保

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10月1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A 国寿安保尊盈一年定期开放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847 00184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单位净值（单位：

人民币元）

1.066 1.054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

金 可 供 分 配 利 润

（单位：人民币元）

22,822,637.81 446,146.06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分红

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13,693,582.69 267,687.64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

元/10份基金份额）

0.45 0.45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8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每10份A类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45元，每10份C类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45元。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10月23日

除息日 2018年10月23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10月2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8年10月23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8年10月24日直接

划入其基金账户，2018年10月25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或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

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

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

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 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

配权。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

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的选择，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即2018年10月22日15：00前）最后一次

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

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国寿

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gsfunds.com.cn）或拨打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销售机构的名称及联系方式请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风险提示：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

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

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0日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央企结构调整ETF

场内简称 央调ETF

基金主代码 51296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10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18]961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18年8月27日

至2018年10月12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8年10月18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3,86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25,222,061,769.00

网下现金认购方式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

息（单位：元）

195,518.00

募集份额 （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25,222,061,769.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95,518.00

合计 25,222,257,287.00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

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

位：份）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2018年10月19日

注：（1）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

列支；

（2）本基金募集份额包括现金认购份额（含利息结转的份额）和按照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规定计算的股票认购份额。现金认购资金于2018年10月18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网下认购股

票于2018年10月18日划至本基金证券账户。

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将折算为基

金份额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

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

折算为投资人基金份额，将于下一银行结息日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

（3）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

（4）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

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与赎回。

本基金可在基金上市交易之前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但在基金申请上市期间，可暂停办理

申购、赎回。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0日

股票代码：002433� � � �股票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8-073

债券代码：112336� � � �债券简称：16太安债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9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安堂集团” ）的通知，获悉太安堂集团与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股数

补充质押登

记日期

原质押登记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太安堂

集团

是 3,60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8年1月22

日

2019年1月22

日

广发证券 1.43%

补充质

押

太安堂

集团

是 1,500,000

2018年10月

18日

2018年04月24

日

2019年4月24

日

广发证券 0.60%

补充质

押

合计 - 5,100,000 - - - - 2.03%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太安堂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251,589,70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72%。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42,552,4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6.41%，占公司

总股本的31.55%。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质押交易回单。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95� � �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5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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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接到持股5%以

上股东冯民堂先生的通知，获悉冯民堂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

开始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冯民堂 否 1,650,000 2018.10.18 2019.3.29

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75%

补充质

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800,000,000股，冯民堂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953,0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49%。其所持有公司股票累计质押股份数28,247,5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64.27%，占公司总股本的3.531%。

二、 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的股份质押均为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变

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的股权质押情况，并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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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8-072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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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8年10

月1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10月19日上

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继胜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

整）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简称“本次授信” ）。公司分别以坐落于南

通市青年中路莱茵濠庭的部分商业物业（总面积1,559.47平方米）及全资子公司上海莱德置业

有限公司拥有的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坊的商业物业（总面积3,234.29平方米）为本

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授信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莱茵达体育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无锡市锡山区以自有资金5,

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无锡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

核准的名称为准）。

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三、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8-073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并提供抵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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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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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 或“莱茵体育” ）于2018

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经全部董事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抵押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

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申请不超过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整）人民币的综合授信

额度，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简称“本次授信” ）。公司分别以坐落于南通市青年中路莱茵濠庭

的部分商业物业 （总面积1,559.47平方米） 及全资子公司上海莱德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莱德” ）拥有的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坊的商业物业（总面积3,234.29平方米）

为本次授信提供抵押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2434900169

法定代表人：高继胜

注册资本：128,922.3949万元

成立日期：1988年03月31日

登记机关：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535号莱茵达大厦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体育场馆的设计、施工、管理及设备安装，体

育用品的研发与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和易制毒品）的销售，体育经纪代理业务，知

识产权代理（除专利代理），会展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设备租赁，物业管

理，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建筑技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品），资产管理。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39,129,182.19 2,552,099,167.62

负债总额 1,430,910,567.22 1,167,388,426.4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408,218,614.97 1,384,710,741.13

项目

2018年1-6月

（未经审计）

2017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5,421,979.49 1,324,249,129.79

营业利润 34,280,504.29 80,143,481.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77,160.52 28,502,095.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314,913.02 -109,417,900.24

经核查，莱茵体育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抵押物基本情况

序号

抵押物名

称

类别 所有权人 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权属情况

评估价值（万

元）

是否存

在 抵

押 、 质

押等第

三人权

利

是否存

在重大

争 议 、

诉讼或

仲裁

是否存

在 查

封 、 冻

结等司

法措施

1

莱茵

濠庭

商铺

莱茵达体育发

展股份

有限公司

南通市

青年中路

1,559.47 否 否 否 4,445.00

2 东林坊 商铺

上海莱德置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

金山区

朱泾镇

3,234.29 否 否 否 4,825.00

合计 - - - - 4,793.76 - - - 9,270.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分别以自有的坐落于南通市青年中路莱茵濠庭的部分商业物业（总面积1,559.47平方

米）及全资子公司上海莱德拥有的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坊的商业物业（总面积3,

234.29平方米）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整）人民币的综

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年（最终以实际签订的抵押合同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系为支持公司体育“空间+内容”的商业

发展模式，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切实推进公司体育空间建设项目进度，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债务偿还能力，且本次授信申请是以公

司自有的坐落于南通市青年中路莱茵濠庭的部分商业物业（总面积1,559.47平方米）及全资子

公司上海莱德拥有的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坊的商业物业（总面积3,234.29平方米）

作为抵押物提供担保。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本次授信不涉及第三方权属问题，且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莱茵达体育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信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申请授信后， 上市公司授信总额度为60,500.00万元， 实际借款总余额为40,000.00万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8.89%；本次申请授信后，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3,500.00万元，实际担保总余额为35,598.88万元，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71%。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

保的情形，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8-074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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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或“莱茵体育” ）全资子

公司莱茵达体育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镇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与无锡锡

东新城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锡东新城商务区管委会” ）在无锡签署了《锡东新城商

务区体育综合体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拟依托莱茵体育的专业体育场馆运营能力、专业场馆

规划设计管理水平，引入众多体育品牌立足锡东，开展体育培训等体育服务，辐射无锡乃至环

太湖地区，打造成为锡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大品牌亮点（以上简称“锡东体育综合体项

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7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9）。

为加速推动锡东体育综合体项目的进程，小镇公司拟在无锡市锡山区以自有资金5,000万

元设立全资子公司无锡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以下简称“无锡莱茵达” ）。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1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事项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莱茵达体育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WFCK3M

法定代表人： 韩轩刚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08月01日

登记机关：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198号B2-902-15室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实业投资；房地产租赁；物业服务；室内装饰工程的设计、施

工；体育场馆的设计、施工及设备安装；体育活动的组织、策划；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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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

储管理；会展服务；设备租赁；会议服务；赛事活动组织策划；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公关活动

组织策划；酒店管理；健身咨询；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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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代理国内广

告（除网络广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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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公司系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经核查，小镇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莱茵达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的名称为准）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无锡市锡山区锡东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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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技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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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活动组策划，健身服务及咨询，自有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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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出资情况：小镇公司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

以上信息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是为了承接锡东体育综合体项目建设， 进一步落实公

司与锡东新城商务区管委会的合作，积极建设辐射无锡乃至环太湖地区的体育综合体项目，打

造成为锡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大品牌亮点； 同时， 也是公司积极贯彻体育产业 “416战

略” 、稳健推进“空间+内容”的商业模式、加快建设体育综合体项目的具体体现。

锡东体育综合体项目建设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体育空间的体量，巩固行业地位，对公

司体育业务收入的提升、盈利能力的增强以及公司在体育行业的市场、品牌影响力等方面起到

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二级全资子公司完成后，存在公司管理、资源配置、人力资源整合等风

险，公司将不断完善子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部管理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并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流程，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作

为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议了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相关会议资料并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现就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申请不超过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

整）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年（以上简称“本次授信” ）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本次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系为支持公司体育“空间+内容”的商业

发展模式，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切实推进公司体育空间建设项目进度，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

截至目前，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债务偿还能力，且本次授信申请是分别以

公司坐落于南通市青年中路莱茵濠庭的部分商业物业（总面积1,559.47平方米）及全资子公司

上海莱德拥有的坐落于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东林坊的商业物业（总面积3,234.29平方米）作为

抵押物提供担保。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我们认为本次授信不涉及第三方权属问题，且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莱茵达体

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

意公司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不超过10,000.00万元（大写：壹亿元整）人民币，期限不超过1

年的综合授信额度。

独立董事：张海峰、黄海燕、黄平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九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子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649,965,546.87 6,156,738,993.41 8.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95,520,870.58 3,665,890,418.38 3.54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331,000.04 -228,295,353.32 -37.22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98,649,907.39 1,634,737,811.92 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7,350,883.16 191,253,552.38 5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7,584,190.53 191,109,802.43 29.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4 5.25 增加2.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55 4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9,673.94 4,548,792.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

府补助除外

2,865,185.05 10,410,340.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07,111.49 30,575,007.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9,224.91 -3,379,726.47

所得税影响额 -659,420.39 -2,387,721.69

合计 16,923,977.30 39,766,6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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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7,40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

公司

121,959,360 34.96 0 质押 64,702,6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滔 35,861,974 10.28 29,352,294 质押 35,464,916 境内自然人

北京亿恩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407,760 6.1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博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5,840,560 4.54 6,336,224 质押 15,840,56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宿迁新毅德辉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15,007,503 4.30 15,007,503 质押 15,007,503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12,873,409 3.69 12,873,409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

10,005,002 2.87 10,005,002 质押 10,005,00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8,109,000 2.3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149,626 1.4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翼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翼丰长期投

资1号私募基金

3,627,682 1.0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121,959,36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59,360

北京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407,76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7,760

博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504,336 人民币普通股 9,504,336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1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9,000

张滔 6,509,680 人民币普通股 6,509,680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149,626 人民币普通股 5,149,626

上海翼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翼丰长期投资1号

私募基金

3,627,682 人民币普通股 3,627,682

杨志诚 3,616,489 人民币普通股 3,616,489

田志伟 3,029,037 人民币普通股 3,029,037

深圳市天禄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7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北京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宿迁

新毅德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奥控

股投资有限公司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2、 公司前10名股东中博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张滔先生实际控

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年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年年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83,411,399.89 1,086,187,710.31 -37.08

主要是报告期内使用募投资金补流及随业

务量增长，经营性支出增加。

预付款项 710,946,915.48 313,819,086.28 126.55

主要是报告期内行业认知解决方案类业务

新项目拓展较多，项目前期订货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677,686,690.33 95,058,354.13 612.92

主要是报告期内旅游业务出售使原有内部

往来调整为外部其他应收，预计四季度全额

收回。

存货 591,654,740.70 406,898,647.60 45.41

主要是报告期内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增

加，原材料采购随之增多。

其他流动资产 37,318,046.65 83,114,130.27 -55.10 主要是报告期内未抵扣进项税额降低。

开发支出 56,238,837.43 35,869,774.55 56.79 主要是报告期内研发项目费用的增长。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680,788,979.59 478,173,929.57 42.37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 258,042,825.92 63,059,217.45 309.21

主要是报告期内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量

的增长随之预收款项的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89,463,661.51 62,456,934.73 43.24

主要是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

加。

长期应付款 85,579,961.89 4,242,500.28 1,917.21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长期融资。

专项储备 2,826,001.27 697,280.63 305.29

主要是报告期内随收入增加计提金额大幅

增加。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期末数 去年同期数

本期期末金额

较去年同期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9,007,839.14 5,543,837.83 62.48

主要是报告期内随收入和产品毛利率的增

长而增加的税金。

管理费用 188,978,352.44 139,128,240.85 35.83

主要是行业认知解决方案类业务增加研发

费用前期宣传费。

研发费用 70,883,358.05 45,022,963.56 57.44

主要是报告期内行业认知解决方案类业务

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增加费用。

财务费用 59,889,261.71 29,631,791.76 102.11

主要是本期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利息支出增加。

其他收益 10,410,340.47 2,859,856.40 264.02

主要是报告内确认科技研发类专项政府专

项补贴。

投资收益 29,172,928.85 3,669,892.61 694.93

主要是报告期内合营联营企业收益增加与

出售股权收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143,331,000.04 -228,295,353.32 -37.22

主要是行业认知解决方案类业务收入采取

相关措施后应收账款占收入比下降，销售回

款能力增强。采取相关措施，加大应收账款

催收力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较上年同期

好转。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102,288,891.72 -750,665,603.55 -86.37

主要是报告期出售股权回收资金及剥离旅

游业务减少投资。较上年同期相比，出售部

分旅游类子公司后，相应旅游业务投入减

少，且收到子公司股权转让款，使得投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发生较大变动。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195,107,890.97 350,794,319.04 -155.62

主要是报告期内为投资活动减少，筹资活动

相应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一体化指挥调度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果陆续转化

报告期内， 公司积极推动一体化指挥调度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成果的转化和产品落地

推广，构建数据治理与服务平台、大数据智能建模引擎、一体化指挥调度系统三位一体的智

慧警务生态体系， 公司研发的大数据智慧警务产品在盐城市城南新区公安分局视频资源共

享平台（综合实战应用平台）建设项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的新指挥中心信息化系统建

设项目、武汉市公安局大数据实战应用中心建模工具软件采购等项目中逐渐落地，服务于公

安实战。

（2）转让部分下属子公司股权进展

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部分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2018年半年度已完成秦皇岛新绎旅游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新绎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秦皇岛秦皇小镇新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上游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程序。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完成所持有广西红水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烟台新绎崆峒岛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烟台新绎游船有限公司、烟台新绎飞扬客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手续。

（3）母公司航线及相关业务资产、负债转移至全资子公司进展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母公司航线及相关

业务资产、负债转移至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将航线业务（北海-涠洲岛、北海-海口航线）、港

口码头服务、船舶修造业务相关资产、负债、人员从母公司通过增资划转及承债式转让的方

式转移至全资子公司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报告期内相关经营业务已经完成转移，除不动

产尚在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外，其他资产均已完成产权过户。

（4）新建船舶投入使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拟新建5艘船舶的议案》。

“寻仙5号” 和“寻仙6号” 2017年已投入使用，“寻仙1号” 和“寻仙2号” 于2018年上半年投入

运营；北涠航线850座客船已投入约3,406.90万元，占计划投入比例约47.32� %。

（5）国际海洋旅游服务基地项目

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公司投资建设国际海洋旅游服

务基地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正在进行航站楼及其地下部分建设，并已完成部分附属设施建

设。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已投入约4,606.78万元，占计划投入比例的10.47� %。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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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基于公司本年前三季度盈利情况，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归属于上市股东累计净

利润较

上年同期增长35%至45%，主要源于公司通过积极拓展智慧公安、雪亮工程业务，行业认

知解决方案类业务量不断增加， 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以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不构成业绩承诺，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名称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子峥

日期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18-061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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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19日以通讯会议的形式召开。全体董事参与本次会议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智认知数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情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

议案二：公司新增融资事项的议案。

为配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及资金需求安排，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运

营航线未来两年的收费收益权委托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信托并融资人民币2亿元，并

承担差额补足及回购义务， 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具体条款以签订协议为准。此次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运作、偿还流动

资金贷款，同时提请董事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在报经批准的上述额度内，根据

经营需要，对具体融资及担保事项进行调整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18-062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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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8年10月19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福英女士主持，全体监事

参与表决。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书面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核，认为：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

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10月19日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69� � � �公司简称：新智认知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