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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8 月 24日 



2017 年第 2 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8月 24日（星期四）14:3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

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地点：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 108号凯乐桂园 B座 26楼会议室 

 

一、宣读《会议规则》； 

二、议案审议； 

1、宣读《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2、宣读《关于增加公司 2017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3、宣读《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赛普凯乐科技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的议案》。 

三、请股东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提名无异议，

鼓掌通过） 

四、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总数； 

五、参加现场会议股东对以上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并填写表决票、投票； 

六、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休会； 

现场会议休会期间，由记票人、监票人对现场会议表决结果进行统计，并将现

场投票结果报告上交所，等待上交所汇总结果。 

七、收到汇总结果后，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复会； 

八、宣读表决结果； 

九、见证律师对会议情况发表法律意见； 

十、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议案一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乐科技”）于 2017

年 8月 8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该议案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64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非公开发行 42,100,875股的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价格人民币 23.99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9,999,991.25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 18,189,999.83元（含

增值税 1,029,622.64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991,809,991.42元，已由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年 6月 15日缴存公司在浦发银行武汉支

行开设的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账户 70160078801900000002 账号内，减除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0,388,171.88元（含增值税 588,009.74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982,096,055.69 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中天运[2017]验字第 90054

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机构和募集资金存管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止 2017年 8月 7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 
总额 

拟使用 
募集资金额 

已使用 
金额 

1 
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
化项目 

61,805.00 43,805.00 10,466.633392 

2 自主可控计算平台产业化项目 28,006.00 12,406.00 0 

3 
增资上海凡卓，用于智能指控终
端及平台建设项目 

30,080.40 12,535.80 0 

4 偿还金融机构债务 30,256.80 29,462.90 29,462.90 

合  计 150,148.20 98,209.70 39,929.533392 



（三）本次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公司拟变更募投项目“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

由凯乐科技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凯乐光电”），除此变更外，原项目技术方案、项目效益分析等其他内容不变。 

该公司设立于 2004年 9月 24日，法定代表人朱弟雄，注册资本 16000万人

民币；注册地位于荆州市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通信硅芯

管、塑料型材及管材、通信用室内外光（纤）缆、电缆产品及电子元器件、土工

合成材料；电子产品、通讯和通信设备、特种设备、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

VPX自主可控计算平台、CPCI自主可控计算平台、计算机软硬件、星状网络数据

链接收机、发射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涉及许可经营项目，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组织架构调整，凯乐科技经营管理活动日益单

元化和精细化，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凯乐光电在星状网络数据链通信机方面已经

积累了多项软硬件专有技术和较丰富的大规模通信数据链产品制造生产管理经

验。由凯乐光电实施募投项目“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有利于

公司提高管理效率，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公司将募投项目“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的实施主体

由公司变更为凯乐光电。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决策程序 

2017 年 8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

方可实施。 

 

四、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募投项目进展情况，本次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

有利于公司提高管理效率，推动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风险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没有改变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不会影响募

投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公司将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

金使用的合法有效，实现公司与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的

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变

更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量子通信技术数据链产品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

的变更，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

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同意本次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凯乐科技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除

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凯乐科技本次拟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该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谢谢大家！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议案二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 2017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7 年 5 月 22 日，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 2017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

超过 19.5 亿元的担保额度，现根据全资子公司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凯乐光电”）、湖南盛长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长安”）的生产经营和资金需求情况，为保证凯乐光电、盛长安的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拟向凯乐光电增加担保额度 2亿元，向盛长安增加担保额度 3亿元，此次担

保额度增加后，公司向凯乐光电提供的 2017 年总担保额度为 6 亿元，向盛长安

提供的 2017年总担保额度为 6亿元。 

本次担保计划是对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 2017年度担保计划

的增加及补充，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担保事项的相关授权在授权期限内

继续有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 

谢谢大家！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议案三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赛普凯乐科技 

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乐科技”）于 2017年

8月 8日召开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赛

普凯乐科技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该议案需要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拟对外投资概述 

1、为促进公司大通信产业发展，做好量子通信数据链产业化和自主可控平

台、信息安全产业化的实施，公司拟与北京赛普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赛普投资”）、珠海丰连卓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连基金”）、湖

南九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华基金”）、荆州产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基金”）共同出资设立赛普凯乐科技信息安全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基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主要投资信息安全及大通信产业链相关的项目，该基金还可投

资于以上信息安全及大通信设备产品各公司技术升级及产能扩张资金。 

2、公司、荆州基金作为基金有限合伙人，赛普投资、丰连基金、九华基金

作为普通合伙人，共同出资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其中赛普投资、丰连基金、九华

基金作为管理人及 GP 出资额为基金总规模的 0.01%；公司和荆州基金为 LP（有

限合伙人）出资额为基金总规模的 5.99%和 4%；其他投资人为 LP 出资额为基金

总规模的 10亿；其他社会资金（例如：银行、信托、保险等）作为 LP出资额为

基金总规模 20亿；中邮证券资管计划作为 LP认购基金余下的 60亿。 

3、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赛普凯乐科

技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该投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北京赛普星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4月 14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东街 65号院主楼北座 2号楼 18层 1806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不得面向全国招生)；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1、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

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提供

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珠海丰连卓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时间：2016年 11月 25日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 -23309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受

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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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湖南九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7月 18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街道金泰路 199号湘江世纪城湘江豪庭 2

栋 4104号房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

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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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荆州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时间：2017年 1月 13日 

注册地址：荆州市沙市区塔桥路 35号荆州市财政局 205室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资管理及相关咨

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 

三、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赛普凯乐科技信息安全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以

工商登记为准） 

基金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基金管理人：珠海丰连卓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赛普星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九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1,000,000万元，将根据项目实际投资情况分 4期设立。 

基金期限：36+24个月 

投资范围：主要投资信息安全及大通信产业链相关的项目，该基金还可投资

于以上信息安全及大通信设备产品各公司技术升级及产能扩张资金。 

四、拟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基金形式开展对信息安全及大通信产

业链相关的项目投资，促进公司实现大通信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能够为公司

储备和培育具备良好成长性的项目，降低项目前期的风险，有助于公司获取新的

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拟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公司本次投资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低等特点，投资项目收益率存在不确

定性，在投资决策、风险决策、风险控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在投资过程中

可能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周期、行业竞争和市场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存

在不能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控制措施：针对上述主要风险，公司将与相关合作方一同完善有限合伙企业 

的治理结构，健全制度建设，强化风控，在人力资源方面聘用具有相关专业经验

的人才，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寻找有投资价

值标的，加强投前风控论证和投后管理，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该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谢谢大家！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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