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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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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９月１７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当天以电话及口头方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董事九名， 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公司新一届董事共同推举张睿先生主持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并逐项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一、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长的议案》。
选举张睿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
经公司董事长张睿先生提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新一届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第
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龙超（
召集人）、王军、程旭哲。
三、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
略、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细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
会战略、审计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新一届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成员情况如下：
战略委员会：张睿（
召集人）、王军、龙超、鲁宁、程旭哲
审计委员会：王军（
召集人）、杨向红、金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杨向红（
召集人）、龙超、王军
四、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同日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五、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同意聘任郭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同日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克军女士、陈钧先生、卢亚群先生、毛新礼先生、郭金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同日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七、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唐海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同日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八、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刘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同日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
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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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９日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并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
．ｃｏｍ．ｃｎ） 上登载了 《
号：２０１９－０５８）。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保证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
发布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星期三）下午１４时整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
（
２）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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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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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任意时间。
５、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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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
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
准。
星期三）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
７、会议出席对象
（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公司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８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８、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５３５号莱茵达大厦２０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
１．１ 选举蒋蔚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曾赴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刘晓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何恩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５选举郦琦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审议《
２．１选举黄海燕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２选举张海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选举谭洪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３、审议《
３．１选举芮光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３．２选举徐劭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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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的《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和《
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１）。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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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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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
年９月１７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当天以电话及口头方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监事五名，实际出席监事五名。 公司新一届监事共同推举洪龙弟先生主持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并逐项表决的方式，以５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选举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讨 论，
一致同意选举监事洪龙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长， 任期三年， 自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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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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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根据《
公司法》、《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孙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郭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周克军女士、陈钧先生、卢亚群先生、毛新礼先生、郭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聘任唐海成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刘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上述
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简历附后）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
公司
上述人员（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郭金先生、刘伟先生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
深圳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 郭金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
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８７１－６５０１４６０５、０８７１－６５０１２３６３
传真号码：０８７１－６５０１２１４１
电子邮箱：４４５７１８２８７＠ｑｑ．ｃｏｍ
ｊａｃｋ２００８１２３８＠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生态城低碳中心Ｂ栋１单元１６层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高级
管理人员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的独立意见》。
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附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５８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个人简历
孙鹏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８５年２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中信
证券投资银行部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深圳华侨城资本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孙鹏先生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至今未
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行人，不存在《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
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郭金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华侨城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副总监、总监、证券事务代表、职工监事、董事会秘书处副
总监，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云南
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郭金先生已获取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郭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
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
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２０１５ 年修订）》 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
况。
周克军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２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高级经济
师，曾先后在云南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研究中心任资料部经理、借调云南省园
艺博览局展览处工作、在云南省园艺博览局（
集团公司）展览处、综合处工作、云
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投资部经理、借调云南世博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在云南世博控股有限公司任行政总监、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任发展部
副部长、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周克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陈钧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２年１１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学学士，工程师，企
业法律顾问。 曾先后在云南省旅游汽车公司工作、云南省委第三批农村基层组织
集团）有限公司秘书法律
建设文山州丘北县官寨乡工作队任联络员、云南旅游（
处、办公室工作，任主办职员、在云南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董事会秘
书、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集团法律顾问、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历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法律事务室副主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历任副总经理，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执行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世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现任云南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旅游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钧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
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卢亚群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１年４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在云南日报社、深
圳运通企业集团、云南旅游信托公司筹备组、云南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旅
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曾任云南旅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世博
旅游集团规划发展部部长兼云南世博投资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云南旅游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云南腾越翡翠城有限公司董事、梁河
县龙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在大连理工大学ＥＭＢＡ
（
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学习）、云南世博旅游集团投资管理部部长兼云南世博
投资公司执行董事、云南世博九鼎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石墙温泉度假村
有限公司董事、云南世博投资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卢亚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毛新礼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６９年４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注
册会计师，曾先后在在中国银行昆明市分行会计部工作；中国银行永安分理处工
作，先后任副主任、主任；中国银行东华支行工作，先后任副行长、行长；中国银行
官渡支行工作，先后任业务部主任、风险部经理兼财务部经理；昆明华信华昆会
计师事务所工作，任注册会计师；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审计部经
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江南园林
有限公司董事长。 毛新礼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
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１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相关公告。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上述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应选举非独立董事６人、独立董事３人、非职工监
事２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
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可以投出零
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提案名称
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０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蒋蔚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２

选举曾赴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３

选举刘晓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４

选举何恩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５

选举郦琦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６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０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黄海燕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

选举张海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选举谭洪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
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６人

２、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预期会期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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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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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附件一：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莱茵投票”
１、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５５８”，投票简称为“
２、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
提案编码”一览表
１）议案设置：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
提案
编码

应选人数３人
√
√
√
应选人数２人

３．０１

选举芮光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３．０２

选举徐劭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登记方式：股东可现场登记，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须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２、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
人授权委托书（
须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
３、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４、委托他人登记或出席会议的，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股东
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传真件请注明：股东姓
５、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名、股东帐号、持股数、通讯地址、通讯邮编、联系电话），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
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星期二）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３０－１６：００
６、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７、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５３５号莱茵达大厦２０楼公司证券事
务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１、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田红 廖丰羽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８７８５１７３８
联系传真：０５７１－８７８５１７３９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５３５号莱茵达大厦２０楼莱茵达体育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３１００１２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提案名称
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０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蒋蔚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６人
√

１．０２

选举曾赴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３

选举刘晓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４

选举何恩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选举郦琦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６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黄海燕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兴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兴银３－５年信用债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７４５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兴
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兴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等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兴银３－５年信用债Ａ

兴银３－５年信用债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７４５２

００７４５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

是

是

２．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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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申购金额限制
（
１） 投资人通过本基金其他销售机构或基金管理人官网直销平台办理申购
时，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１０元（
含申购费），每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１０元（
含
申购费）。 通过直销柜台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含申购费），追加申
购最低金额为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含申购费），已有认／申购本基金记录的投资人不受首
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但受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其他销售机构的投资人
欲转入直销机构进行交易要受直销机构最低金额的限制。
（
２）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
介上公告。
３．２申购费率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在投资人申购时收取申购费，Ｃ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
费。申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由申购Ａ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

√

选举蒋蔚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１．０２

选举曾赴辽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１．０３

选举刘晓亮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应选人数３人

１．０４

选举何恩东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１．０５

选举郦琦女士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选举丁士威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００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３．００

《
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芮光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０１

选举黄海燕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０２

选举徐劭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２．０２

选举张海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３

选举谭洪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
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芮光胜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３．０２

选举徐劭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上述议案均为累积投票提案。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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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
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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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Ａ投Ｘ１票

Ｘ１票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Ｘ２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对各议案组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如议案一，有６位候选人）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６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６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如议案二，有３位候选人）
② 选举独立董事（

赎回费率

Ｔ＜７日

１．５０％

１００万元≤Ｍ＜５００万元

０．１％

７日≤Ｔ＜３０日

０．１０％

Ｍ≥５００万元

１０００元／笔

Ｔ≥３０日

０

１．５０％
０．１５％
０．０５％

Ｔ≥２年

０．００％

注：１年为３６５日
（
２）本基金Ｃ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如下：

应选人数６人

选举谭洪涛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２人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
基金份额时收取。 除对持续持有期少于７日的投资者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
财产外，赎回费用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为２５％，未计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
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４．３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
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１）“
准进行计算；
（
“
２） 份额赎回”原则，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
３）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
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
４）赎回遵循“
序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５．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直销机构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平潭县潭城镇西航路西航住宅新区１１号楼四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招商银行大厦１６层
法定代表人：张贵云
联络人：林娱庭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２９６２６０
传真：０２１－６８６３００６９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ｓ．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００－９６３２６
５．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
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７号新天地大厦７、８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１０８８号上海招商银行大厦１８楼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备注

实行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２．０３

持有时间（
Ｔ）

１年≤Ｔ＜２年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提案名称

√

０．３％

７日≤Ｔ＜１年

提案
编码

选举张海峰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Ｍ＜１００万元

赎回费率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３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３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
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如议案三，有２位候选人）
③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２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２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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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下午１５：００，结束时间
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５日下午１５：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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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或本单位）出席莱茵达体育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按照下列指示代为行使对会议议案
的表决权：

２．０２

申购费率

Ｔ＜７日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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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
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于近期召开了公
司三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民主选举，选举张立琼女士、吴薇女士（
个
人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一致。
张立琼女士、吴薇女士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任职资格的规
定。 公司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
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附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立琼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６７年１２月生，大专学历，助理政工师。 曾先后在云
全面负责）；云南招商国际旅游总公司
南铝厂历任检验科化验员、厂团委副书记（
任人事部副经理、人事部经理；云南旅游产业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任党委工作部
副部长、纪委委员；云南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历任监察审计部负责人、纪委委
员、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监察审计部副部长（
全面负责）、纪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
长、监察审计部部长、纪委委员；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工作部部长。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张立琼
女士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至今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吴薇女士，中国国籍，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曾在世博接待中心、
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工作；现任云南世博花园酒店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
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吴薇女士
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至今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１．０６

申购金额（
含申购费）

持有时间（
Ｔ）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2

《
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兴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３．３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未知价”原则，即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
１）“
准进行计算；
（
金额申购”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２）“
（
３）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
基金管理人有权决定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最高限额、本基金的
４）
总规模限额、单个投资人当日申购金额上限和本基金当日的申购金额上限，但应
最迟在新的限额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
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赎回份额限制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每次赎回申请不低于１０份基金份
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
网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１０份的，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
２）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
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 但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介上公告。
４．２赎回费率
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与Ｃ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随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份额
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
（
１）本基金Ａ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监事会换届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１．０１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基金托管人名称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５９

１．００

１．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唐海成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高级会计师。 曾先后在云南机床厂三厂（
工业企业）工作，任主办会计、
在云南白云大酒店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主管、财务经理、在云南三石投资公司
工作，任财务部经理、在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工作，任财务部长、行政副院
长、在昆明新都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城投参股）工作，任财务总监、在云南省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任财务部高级业务经理，历任下属的云南城投医疗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昆明理工大学津桥学院财务总监、云南丰源水务股份有
限公司（
参股）财务总监，兼云南一乘驾驶培训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在云南世博旅
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唐海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
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刘伟先生，中国国籍，１９８６年２月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助理会计
师。 曾先后在昆明市财政局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分局工作、在北京恒升泰富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媒介部工作、在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在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现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刘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在本公司控股股东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担任职务，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３．２．３条所规定的情况。

委托人（
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
签名）：
委托书有效期限：
附件三：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
票数

√
应选人数３人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
票数

√
应选人数２人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
票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回 执
截止２０１９年
月
日，我单位（
个人）持有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拟参加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
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特此通知。

联系人：张宗锐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０６５５１７９
传真：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６１０
公司网站：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８－９６３２６
（
２）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１９０号２号楼２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８８号２６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王维
联系电话：０２１－５４５１４６００
传真：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５．２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６．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本公司将根据《
兴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和《
兴银上海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在不晚于每个
开放日的次日，通过指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
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７．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与赎回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２日《
证券时报》上的《
兴银上海
清算所３－５年中高等级优选信用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亦可登陆本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ｓ．ｃｎ）进行查询。
（
２）投资者如有任何问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９６３２６）以及
各销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
３）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并不
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买者
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
信息披露文件，投资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