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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向武汉道博股份

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出具的《关于核准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向蒋立章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72号）文件，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苏州双刃剑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9,910,265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为

20.06 元,募集资金总额 6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共计 24,852,782.66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75,147,217.34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 1月 27日全部到位，并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瑞华验字

(2016)33090004 号）验证确认。公司对上述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本次募集资金分别用于支付现金对价、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双刃剑项目建

设、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以及补充流动资金。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7,220.52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使用

项目 

募集项目拟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可投

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可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余额 

1 
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 
1,100.00 1,100.00 1,100.00 0 

2 
苏州双刃剑项

目建设 
18,000.00 18,000.00 6,344.88 11,6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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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视传媒投拍影

视作品 
40,000.00 37,514.72 38,875.64 1,124.36 

4 
补充上市公司流

动资金 
900 900 900 0 

合计 60,000.00 57,514.72 47,220.52 12,779.48 

注：1、上述募集资金可投入金额与募集项目拟投资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发行费用及与本次发行直接相关

的其他费用。 

2、本次募集资金可投入金额少于募集前项目拟投资金额的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

解决。 

3、截止 2016 年 12月 31 日，双刃剑已使用募集资金 7,586.88 万元，与截止目前已使用募集资金存在

1,242.00 万元差额，主要原因系体育技术研发中心项目中合作研发的智能足球鞋产品转为自主研发，已支

付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所致。 

4、2017年 5月 3日，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将原“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募投资金投入金额由 28,000 万元调减至 18,000 万元，“强视传媒投拍影视

作品” 募投资金投入金额由 30,000 万元调增至 40,000 万元，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 www.sse.com.cn 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44 号）。 

（三）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募投项目中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拟投入 18,0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6,344.88 万元，变更后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募集资

金投资总金额不变，仍为 18,000 万元；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11,655.12 万

元，占总筹资额的比例为 19.43%，已投入金额为 0元。 

1、原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1 体育产业大数据平台 2,000.00 0.00 

2 体育经纪 5,000.00 344.88 

3 体育技术研发中心 3,000.00 0.00 

4 体育旅游 2,000.00 0.00 

5 体育版权及视频 6,000.00 6,000.00 

合 计 18,000.00 6,344.88 

2、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现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预计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http://www.s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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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经纪 344.88 344.88 

2 体育版权及视频 6,000.00 6,000.00 

3 独家销售代理 11,655.12 0 

合 计 18,000.00 6,344.88 

本次变更募集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

弃权；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基本情况及拟投资原因 

1、体育大数据平台 

应用数据对体育赛场进行相关分析，以此帮助球队、球员提高表现，这种方

式已经为市场所熟知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类似的技术改革正在体

育赛场外发生，在将哪些资源分配给体育赞助的营销人员以及哪些客户适用某类

型体育营销方面，已经越来越多的注重使用数据分析并进行预测性的判断，从而

帮助体育营销关系中的买方和卖方实现效益最大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

发展，数字营销、精准营销已经成为体育产业发展的趋势与必然。在体育营销的

过程中，从体育资源的匹配、营销客户的选择到营销效果的评估，数据支撑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国内领先的体育营销公司，苏州双刃剑紧抓“数字营销、精准营销”这

一趋势，在 2015 年计划打造中国最专业的体育产业大数据平台。通过构建统一

数据收集及分析系统，从体育赛事营销的内容、匹配性、商业价值及互动程度等

不同维度进行数据整合分析，提高体育营销的价值，实现品牌客户投入产出的效

益最大化。 

2、体育技术研发中心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民众对于体育用品的品质及专业性要求越

来越高，体育产品缺乏创新、技术不足已成为当前严重制约国内体育用品行业发

展的障碍。从世界体育用品领先品牌的发展历程来看，要取得突破性发展，技术

创新、产品升级是提升产品价值及品牌价值的必经之路。体育用品回归专业、产

品升级已成为我国体育用品行业的共识及必然趋势。多年以来，苏州双刃剑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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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引领中国各大本土运动品牌走出国门，与国内大多数运动品牌公司结成长期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熟知本土体育用品企业需求。基于国内体育用品面临升级换代

的现状，为助力中国体育用品企业提升技术实力、满足国内消费者对运动装备的

高品质需求，苏州双刃剑将建设 DE 技术中心，搭建中西方体育技术研发的交流

合作平台，为中国运动品牌提供包括科技研发、面料分析、产品设计等在内的高

精尖技术服务，推动中国体育用品提升品质、走向国际。 

建设 DE技术研发中心是 2015年当时苏州双刃剑基于其国际资源优势与对国

内体育用品行业现状的深刻理解所作出的决策，有利于苏州双刃剑抢占市场先机，

形成市场先发优势。同时，技术研发服务将扩大苏州双刃剑的服务范围及深度，

通过提供高附加值的技术服务将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 

3、体育旅游 

随着国民经济水平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消费者从传统的观赏型消

费逐渐向参与体验型消费发展，结合观赏与体验双重特性的体育旅游成为消费市

场的新宠。具有市场号召力的体育赛事已成为一项重要的旅游资源载体，以奥运

会为例，经过百年的赛事文化积淀与市场培育，奥运会成为世界体育盛会，也是

最成功的“体育+商业”的经典平台之一。在奥运期间，前往赛事举办地观赏竞

技体育的同时体验当地风土人情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自成立以来，苏州双刃剑深耕国际体育资源，在进行传统体育营销业务的同

时不断深入挖掘体育资源的商业价值，以打造具有创新性的体育服务产品。2015

年，为了进一步向体育旅游终端消费市场拓展，苏州双刃剑计划将以多年积累的

国际赛事资源为基础，组织专业团队搭建虚拟体育社区、APP应用软件，开拓 B2C

的体育旅游运营模式，实现自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增强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 

4、体育经纪 

一直以来，体育运动员以其健康、阳光的形象被大众所熟知和喜爱，作为优

质体育资源之一，知名体育明星商业价值显著。在商业色彩弥漫的多媒体时代，

国内体育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明星，姚明、李娜、刘翔三人共同开创了国内体

育明星的传奇，其成绩、纪录、商业价值等的成功实现正激励下一代体育人。随

着“姚李刘”3人的退役，中国正涌现出一批新生代的明星，宁泽涛、孙杨等正

在逐渐成长，中国体育下一个超级巨星的时代即将来临。随着国内体育产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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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改革，国内运动员的商业开发权正逐步开放，国内体育经纪业务有望迎来迅

速发展。同时，由于国际知名体育运动员在中国受到热烈追捧，众多国际知名俱

乐部及体育明星也日益注重其在中国的商业价值开发，国际资源加速进入中国也

为体育经纪业务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从发达国家及地区体育产业发展趋势来看，运动员经纪是体育产业链的基础

业务之一.2015年，苏州双刃剑计划借助国内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的契机，扎根

运动员经纪及权益代理业务，完善和丰富优质体育明星资源。 

（二）不再实施原项目的原因 

1、国内体育市场政策面发生变化 

2017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

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要求限制对房地产、

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境外投资。 

2017 年初，中国足球协会也对近期的引援热潮作出限制。最新要求为每场

比赛累计上场外援最多三人；上场外援不再对亚洲外援和非亚洲外援进行限制；

在中超和中甲报名的 18 人名单中，必须有两名 U23 以下球员，其中必须有一人

为首发。 

在此背景下，国内对于体育经纪、体育赛事、体育领域投资的热情出现明显

消退，体育营销的价值出现一定调整，市场转而健康有序的发展。此时，对原有

投资方向做出调整是出于主动适应政策，规避风险的需要。 

2、体育研发市场培育尚需时间 

2015 年以来，随着国家对体育领域的重视，国内体育产品开始注重研发。

不过目前为止，依然停留在以外观设计、舒适度的层面上，对于产品技术与市场

规模相结合的商业模式没有突破。市场培育尚需时间。 

3、苏州双刃剑已经以自有资金进行投入 

结合目前政策和市场方面的情况，体育产业大数据平台、体育经纪、体育技

术研发中心、体育旅游需要较长培育以及建设期，收益期也相对较长。为了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率，苏州双刃剑决定以自有资金对前述项目进行运

作，同时加强人才储备，等待政策和市场等外在因素进一步明朗后加大投入。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双刃剑与国际足联签署了《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

区独家市场销售代理合同》，公司将拥有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的亚洲区独家市场



                        当代明诚 2017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8 

销售代理权。（具体详见同日披露的《于全资子公司与国际足球联合会签署 2018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独家市场销售代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21号）世

界杯作为体育赛事的全球顶级资源之一，其天然具有着垄断性及稀缺性，因而该

市场销售代理权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且能较快的实现变现。变更后的募投资金

将全部用于取得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的独家市场销售代理权。因此，为

有效规避募集资金使用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率，公司决定终

止体育产业大数据平台等原募投项目。 

三、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此次调整的募集资金将用于香港双刃剑获取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的

独家市场销售代理权，香港双刃剑取得代理权之后将向国际足联提供潜在的亚洲

区域赞助商候选人，国际足联在其提供的赞助商候选人中根据要求最终确定不超

过 4 个赞助商。香港双刃剑获取该代理权将使公司募集资金能够达到资金利用最

大化，有效规避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将此次募投资金作相应调整，能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和投资收益率，更好地实现募集资金对企业发展的价值。 

（二）风险提示 

由于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可能面临以下风险： 

1、本次交易被暂停、中止或取消导致募投项目无法实施； 

2、市场变化导致收益无法达到预期。 

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