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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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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宁波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

州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 共计人民币 15,102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中融-助金 17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宁波银行净

值型 6号、招商银行天添金稳健型、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2020 年第 5期非

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理财产品、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 2013 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 208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光大银行

光银现金 A、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6M)、柳

州银行“龙城理财”福盈 200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部分理财产品无固定期限；有封闭期的理财产品中最短

期限为 90天，最长期限为 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年 5月 22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1、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现金资产的收益，在保障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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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好的低风险类理财产品，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2、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3、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

称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收

益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收益类

型 

结

构

化

安

排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中融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信托

理财 

中融-助金17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2,400 8.1% 194.4 
2020.5.13-

2021.5.13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宁波银行 
银行

理财 
净值型6号 120 3.5%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招商银行 
银行

理财 
天添金稳健型 142 3.2%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兴业银行 
银行

理财 

“金雪球-优选”

2020年第5期非

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理财产品 

500 3.7% 4.6 
2020.6.1-2

020.9.1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柳州银行 
银行

理财 

“龙城理财”富

盈柳鑫2013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400 4.7% 9.9 
2020.6.11-

2020.12.21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柳州银行 
银行

理财 

“龙城理财”富

盈柳鑫2088期人

民币理财产品 

500 4.7% 9.8 
2020.6.24-

2020.11.23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光大银行 
银行

理财 
光银现金A 250 3.08%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光大银行 
银行

理财 
光银现金A 230 3.08%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兴业银行 
银行

理财 

“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6M) 

4,000 3.5% 70.57 
2020.7.20-

2021.1.20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光大银行 
银行

理财 
光银现金A 150 3.08%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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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委托理财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国债逆回购和金

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基金、信托、资管等）的固定收益类或低风险的理财

产品，期限以短期为主，最长不超过一年（含一年）。不投资于股票及其衍生产

品、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公司对委托理财事项执行严格的内

部控制管理，相关决策和操作程序符合公司投资理财的审批流程及管理流程，符

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1、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融-助金17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13日 

（2）产品到期日：2021年5月13日 

（3）理财本金：2,400万元 

（4）收益率：8.1%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2）宁波银行净值型6号 

益 

柳州银行 
银行

理财 

“龙城理财”福

盈2002期人民币

理财产品 

3,600 4.7% 66.29 
2020.7.27-

2020.12.17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兴业银行 
银行

理财 

“金雪球-优悦”

非保本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6M) 

2,500 3.5% 44.11 
2020.8.13-

2021.2.13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光大银行 
银行

理财 
光银现金A 310 3.08% - 无固定期限 

非保本

浮动收

益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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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16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120万元 

（4）收益率：3.5%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3）招商银行天添金稳健型 

（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31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142万元 

（4）收益率：3.2%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4）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2020年第5期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理财产品 

（1）产品起息日：2020年6月1日 

（2）产品到期日：2020年9月1日 

（3）理财本金：500万元 

（4）收益率：3.7%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5）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2013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起息日：2020年6月11日 

（2）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21日 

（3）理财本金：400万元 

（4）收益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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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6）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208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起息日：2020年6月24日 

（2）产品到期日：2020年11月23日 

（3）理财本金：500万元 

（4）收益率：4.7%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7）光大银行光银现金A 

（1）产品起息日：2020年6月24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250万元 

（4）收益率：3.08%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光大银行光银现金A 

（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1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230万元 

（4）收益率：3.08%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6M) 

（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20日 

（2）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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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财本金：4,000万元 

（4）收益率：3.5%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0）光大银行光银现金A 

（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23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150万元 

（4）收益率：3.08%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1）柳州银行“龙城理财”福盈200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起息日：2020年7月27日 

（2）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17日 

（3）理财本金：3,600万元 

（4）收益率：4.7%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2）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6M) 

（1）产品起息日：2020年8月13日 

（2）产品到期日：2021年2月13日 

（3）理财本金：2,500万元 

（4）收益率：3.5%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3）中国光大银行光银现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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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起息日：2020年8月21日 

（2）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3）理财本金：310万元 

（4）收益率：3.08% 

（5）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2、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1）中融-助金17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

券型基金、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债券、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包括信托产品或信

托受益权、附加回购的股权收益权、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债权投资、股

权投资。 

2）宁波银行净值型6号投资于国债、央票、金融债、同业存单、信用债及现

金，同业存款、债券回购、同业拆借等同业资产、货币市场工具、衍生工具和其

他符合监管要求的资产，以及通过其他具有专业投资能力和资质的受金融监督管

理部门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所投资的前述资产。 

3）招商银行天添金稳健型投资于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

性较好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理财直接融

资工具、资金拆借、逆回购、银行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并可通过信托计划、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投资。 

4）兴业银行“金雪球-优选”2020年第5期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理财产品

投资于银行存款、债券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资金融通工

具，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

可转债、次级债、混合资本债等银行间及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它

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

保险债权投资计划、基金专户及上述资产的受益权，证券投资结构化信托产品的

优先级受益权、投资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为基础的股票收益权产品、以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权为基础资产的基金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经兴业银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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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审批部门审批同意的，符合兴业银行规定的风险可控的其他各类交易性融资产

品等其它金融资产及其组合。 

5）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2013期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

工具及固定收益类产品。 

6）柳州银行“龙城理财”富盈柳鑫208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

工具及固定收益类产品。 

7）光大银行光银现金A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银行间

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及买断式

回购、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 

8）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6M)投资于银行

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金融通工

具，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可转债、次级债等

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它固定收益类短期投资工具，非标

准化债权资产，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信托计划，基金、证券和保险资产管理计划

以及上述资产的收/受益权等，优先股，证券投资结构化优先级，上市公司股票

收（受）益权，量化对冲及优先级，以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股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

管理计划等其它金融资产及其组合。 

9）柳州银行“龙城理财”福盈2002期人民币理财产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

及固定收益类产品。 

3、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平均操作周期短，并严格控制理财

产品的风险，与业务合作方紧密沟通，及时掌握所购买理财产品的动态变化，从

而降低投资风险。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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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1）受托方名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3年1月15日 

法定代表人：刘洋 

注册资本：人民币120亿元 

经营范围：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公司经营本外币业务范围：

（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有价证券信托；（五）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

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八）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十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

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增值电信业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

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有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植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安泰达商贸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为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本次交易专设：否 

2）受托方名称：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1998年5月29日 

法定代表人：黎敦满 

注册资本：人民币457215.76765万元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含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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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办理银行卡业务；办理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

外币兑换、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外汇票据的承兑与贴现、外汇借款、外汇

担保、自营及代客外汇买卖；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

财务顾问、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

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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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根据柳州银行公开发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显示，其主要股东有柳

州市龙建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柳州

东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柳州市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柳州市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柳州市财政局、柳州市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是否为本次交易专设：否 

注：以上受托方的基本情况均来自工商信息及上述受托方公开披露的年度报

告。 

3）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宁波银行（002142）、招商银行 （600036）、兴

业银行（601166）、光大银行（601818）均为上市公司，相关信息和财务指标按

要求披露于相应的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2、受托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1）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万元） 

总资产 2,761,605.95 

净资产 2,070,939.41 

营业收入 535,879.06 

归母净利润 170,536.08 

2）柳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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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年12月31日（万元） 

总资产 12,770,139.99 

净资产 1,556,548.36 

营业收入 350,220.09 

归母净利润 63,034.66 

3、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0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26,252,066.63 2,236,306,419.62 

负债总额 281,756,204.72 278,655,84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8,114,870.64 1,897,171,99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36,490.73 -13,247,989.18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截至 2020 年 3

月 31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32,077.58万元，流动负债金额 7,723.59万元，且公

司无企业债券及长期借款。预计 2020 年公司拟用于委托理财的单日最高余额上

限为 13 亿元，公司最近一年期末货币资金及持有理财余额合计为 12.14 亿元，

两者的比例为 107.08%，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等不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在确保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及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公司利

用闲置资金择机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利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

高公司整体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将委托理财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和“以摊余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两类，在资产负债

表中分别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流动资产”科目，收到的理财收益计

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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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险提示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的低风险型产品，但金融市场波动

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风险因素从而影响预期收益。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5月 22

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亿元的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的低风险类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的资金可循

环投资，滚动使用。投资期限为提交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具体组

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合同文本。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临 2020-021

号）。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 10,637 10,637 201.99 — 

2 银行理财 26,000 26,000 245.75 — 

3 银行理财 5,000 5,000 92.25 — 

4 银行理财 5,000 5,000 54.83 — 

5 信托理财 5,000 5,000 22.17 — 

6 信托理财 6,000 6,000 18.15 — 

7 信托理财 31,000 10,000 1,027.06 21,000 

8 信托理财 30,000 — 1,167.12 30,000 

9 银行理财 3,000 3,000 33.73 — 

10 银行理财 480 300 13.25 180 

11 银行理财 270 — — 270 

12 信托理财 3,000 2,100 122.01 900 

13 信托理财 2,400 — — 2,400 

14 银行理财 900 900 8.10 — 

15 银行理财 400 —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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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银行理财 142 — — 142 

17 信托理财 900 900 42.16 — 

18 银行理财 4,700 1,700 84.61 3,000 

19 银行理财 500 500 7.35 — 

20 银行理财 500 500 4.35 — 

21 银行理财 400 100 1.08 300 

22 银行理财 110 110 2.19 — 

23 信托理财 12,000 500 61.15 11,500 

24 银行理财 1,500 1,500 26.99 — 

25 银行理财 8,000 — 67.91 8,000 

26 银行理财 863 426 8.64 437 

27 银行理财 200 150 2.40 50 

28 银行理财 6,895 6,895 90.46 — 

29 银行理财 10,277 8,727 251.75 1,550 

30 银行理财 500 — — 500 

31 银行理财 6,268 6,268 64.39 — 

32 银行理财 6,500 — — 6,500 

33 银行理财 500 500 9.93 — 

34 银行理财 300 300 5.96 — 

35 银行理财 400 — — 400 

36 银行理财 500 — — 500 

37 银行理财 3,600 — — 3,600 

合计 194,642 103,013 3,737.73 91,629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3,396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4.7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不适用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91,629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8,371 

总理财额度 130,000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8 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