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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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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用于

现金管理的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资金总

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吉华集团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增加使用人民币8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额

度进行现金管理，即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将由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

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含20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吉华集团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自有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含20亿元），其中投资于股票、基金的资金总额不超过1亿元（含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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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吉华集团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

一、购买理财产品及信托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4月10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杭州工商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杭工信·新城四川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期限：一年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0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10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8.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以不超过人民币420,000,000元的信托资金向德阳新城亿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借款， 并由新城亿博用于位于四川省德阳市岷山路与泸沽湖交汇处东南

角的地块的新城吾悦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2020年4月17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

民币9,000万元购买了杭州金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众安富阳银湖项目三期（恒益系列第十六期3号）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9,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2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7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13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投资于本项目认购协议所指的挂牌方持有的对【杭州众安银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金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2020年4月14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了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的信托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北方信托万辅2号资产支持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5】号信托单元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5,000万元

4、产品期限：365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4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14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6.0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 1、资产支持证券；2、现金管理类工具（存款、存单、债券、逆回购、货币

基金等）；3、信托业保障基金。此外，如法律法规或金融监管部门允许集合信托计划投资其他

品种，受托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征得委托人同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集合信托计划的投资范

围。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四）、2020年4月13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红山支行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金钥匙●安心快线天天利滚利第2期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类型：固定收益类（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3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7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中低风险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理财产品资金由资金管理人主要投资

于国债、金融债、中央票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交易所

市场上市交易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金融券、超短期金融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

行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险类其

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场工具，商业银行

或者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收益权、委托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

资、券商定向投资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

计划以及其他投资品种。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五）、2020年4月23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汇聚金1号货币基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期限：60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23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22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6.1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本信托计划资金将投资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资金、债券基金、交易所及

银行间市场债券以及固定收益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期限在一年以内的逆回购及委托人认可

的其他固定收益类产品）等。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六）、2020年4月23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7,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天天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7,000万元

4、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23日

6、预计年化收益率：2.79%

7、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8、投资范围：1、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市场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

产。2、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3、

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券类资产。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萧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七）、2020年4月27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购买了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信托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华润信托·鑫华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0万元

4、产品期限：49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27日

6、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15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4.4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 现金及现金管理类金融产品：现金、银行存款（包括银行活期存款、银

行定期存款和银行协议存款等各类存款）、货币市场基金、现金管理类产品等监管机构认可的

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以及信托业保障基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八）2020年5月21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6,0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共赢智信利率结构34406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6,000万元

4、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21日

5、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22日

6、预计年化收益率：3.10%

7、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8、产品投资范围：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产；

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他符合

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萧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九）2020年5月21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6,5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萧山支行

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天天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6,500万元

4、产品类型：公募、开放式、固定收益类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21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81%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PR2级

10、产品投资范围：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

产；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他

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萧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十）、2020年5月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2,000万元购买了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融-融盈安泰2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2,000万元

4、产品期限：一年

5、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26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5月26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9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将信托计划募集的信托资金

受让固安茂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持有的全部特定资产收益权，资

金最终用于固安璀璨天城（又名世茂 悦澜城）项目满足“四三二” 条件部分的开发建设；进行

信托文件规定的其他投资。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十一）、2020年5月28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2,700万元购买了中信银行萧山支

行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稳健天天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2,700万元

4、产品类型：公募、开放式、固定收益类

5、产品期限：无固定期限

6、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28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2.83%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风险水平：PR2级

10、产品投资范围：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货币基金、质押式回购和其他货币市场类资

产；固定收益类：债券、资产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和其他固定收益类资产；其他

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萧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十二）、2020年5月29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杭州金投财富管

理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荣安地产奉化项目六期（恒益系列第十七期6号）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期限：333天

5、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29日

6、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27日

7、预计年化收益率：7.20%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9、产品投资范围：资金用于本项目认购协议所指的挂牌方持有的对【宁波方桥荣安置业

有限公司】的债权收益权。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金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是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使用的前提下

进行的，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获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

机构。

2、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会影响公司资金周转。该

事项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及公司

股东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16.7亿元，全部为闲置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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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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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不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同业存款、票据、同业理财、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天天理财、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等产品。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

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吉华集团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公司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同业存款、票据、同业

理财、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天天理财、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等产品。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

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6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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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吉华集团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41）。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2020年4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

民币3,000万元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3,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91天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10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7月10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3.75%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本金部分投资于银行间或交易所流通的投资级以

上的固定收益工具、存款等，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回购、拆借、存款、现金、同行业借款等，活得持

有期间收益。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2020年4月24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一年

6、产品起息日：2020年4月24日

7、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23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3.65%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产品投资范围：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本金部分投资于银行间或交易所流通的投资级以

上的固定收益工具、存款等，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回购、拆借、存款、现金、同行业借款等，活得持

有期间收益。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2020年5月6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2,000万元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萧山城厢支行的理财产品。产品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2、理财币种：人民币

3、认购金额：12,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5、产品期限：47天

6、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6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6月22日

8、预计年化收益率：3.40%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产品投资方向：本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本金部分投资于银行间或交易所流通的投资级以

上的固定收益工具、存款等，包括但不限于债券、回购、拆借、存款、现金、同业借款等，获得持有

期间收益。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城厢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运营及日常资金流转的资金需求，且能增加公司收益，提升

公司整体业绩，并为公司股东谋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

机构。

2、公司财务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委托理财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

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募集资金安全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增加闲置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额度和范围，能够提高公司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理财余额为人民币5

亿元。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股票代码：600885� � �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38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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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8000万元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05月18日一2020�年11月13日

●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为了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同意使用不超过2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述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

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20-011号）

一、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近期，公司赎回二笔到期理财产品，收回本金22430万元，并取得收益50.94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金额：万元

序号 受托方名称 收益类型 赎回金额 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 产品期间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

分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2380 2.6-3.4% 48.49

2020年05月01日-2020年

05月30日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保本浮动收

益型

50 2-3.1% 2.45

2020年01月21日 -�2020

年5月30日

合计 22430 50.94

二、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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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银行结构性

存款

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

18000 3.25%

286.89

2020年05月18日

-2020年11月13日

保本 收

益型

否

合计 18000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安排财务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 评估建议及执

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投资期间，一旦负

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素， 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

险，确保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名称：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存款币种

起存金

额（万

元）

利率 起息日 到期日

CS-

DV202004003

结构性存款179天 人民币 9000 3.25% 2020年05月18日 2020年11月13日

CS-

DV202004004

结构性存款179天 人民币 9000 3.25% 2020年05月18日 2020年11月13日

产品号码：CSDV202004003、CSDV202004004

投资币种：人民币

产品名称：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委托认购日：2020年5月14日

收益起算日：2020年5月18日

到期日：2020年11月13日

期限：179天

产品挂钩指标：包括但不限于利率指标、汇率指标、商品价格指标、股票价格指标、指数

指标和基金净值指标。

收益支付和认购本金返还：本结构性存款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时，一次性支付所有产品

收益并全额返还产品认购本金， 相应的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即为收益支付日和产品认购本

金还日。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

拆借、同业存款、债券或票据回购等，以及挂钩利率的期权产品。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购买标的为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 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

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确保理财资金安全。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

制理财风险。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

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3、公司财务部门必须建立台账对购买的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

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

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此次购买的单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收益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对该产品的本金及固定利息提供完全保障，该产品的风险属于低风险，符合公司内部的管理

要求。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与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公司董事会的尽职调查情况

本公司长期同受托方保持着理财合作业务关系，未发生未兑现或者本金和利

息损失的情况，上市公司也查阅了受托方2019年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审计报告，

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六、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一年财务数据情况：

财务指标 2019年度（万元）

资产总额 1,019,733.88

净资产 659,079.70

营业收入 708,149.37

净利润 96,424.08

货币资金 139,199.73

本次理财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39,199.73万元，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18,000万元，占公司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2.73%，

占公司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1.76%，不影响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动资产” ，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 。

七、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购买的上述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低风险产品， 但在结构性存款产品

存续期内， 仍不排除因政策风险、 市场风险、 延迟兑付风险、 流动性风险、再投资风险、募

集失败风险、 信息传递风险、 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原因引起的影响本金和收益的情

况。

2、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八、决策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为了合理利用闲置自

有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同意使用不超过20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

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低风险等级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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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 60,753 60,463 1,162.79 290

2 银行结构性存款 114,200 25,200 1,745.95 89,000

合计 174,953 85,663 2,908.74 89,29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4,953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6.5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0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9,29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710

总理财额度 200,000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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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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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0年5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五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5240 6197 -15.44 23288 40788 -42.90

多功能乘用车（MPV） 2826 2552 10.74 12982 17468 -25.68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3531 6258 -43.58 18073 21661 -16.56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0351 17261 17.90 81833 92812 -11.83

中型货车 1460 1805 -19.11 6455 8350 -22.69

重型货车 5921 3503 69.03 22185 18134 22.34

客车非完整车辆 211 541 -61.00 1749 2465 -29.05

多功能商用车 614 546 12.45 2754 2572 7.08

大型客车 206 24 758.33 538 1131 -52.43

中型客车 173 390 -55.64 674 864 -21.99

轻型客车 176 298 -40.94 582 830 -29.88

合计 40709 39375 3.39 171113 207075 -17.37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4535 8732 -48.06 13096 30663 -57.29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7403 7667 -3.44 23115 38919 -40.61

多功能乘用车（MPV） 2629 3247 -19.03 12778 18183 -29.73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169 5831 -62.80 17729 20831 -14.89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20754 16461 26.08 81274 94696 -14.17

中型货车 802 721 11.23 4293 4478 -4.13

重型货车 6524 3452 88.99 22957 18414 24.67

客车非完整车辆 280 500 -44.00 1757 2558 -31.31

多功能商用车 583 567 2.82 2485 2631 -5.55

大型客车 307 24 1179.17 417 1151 -63.77

中型客车 274 350 -21.71 692 720 -3.89

轻型客车 143 298 -52.01 473 818 -42.18

合计 41868 39118 7.03 167970 203399 -17.42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4036 7684 -47.48 12710 29223 -56.51

出口 2150 4442 -51.60 13774 21172 -34.94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193� � � �证券简称：ST创兴 编号：临2020－015号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20】0558�号《关于对上海创

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相关事

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ST创兴关于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临2020-012号）。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ST创兴关

于2019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2020－013�号）。 现公司根据问询函要

求对2019年年度报告作了相应修订，修订版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刊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ST创兴2019年年度报告（修订版）》。

特此公告。

上海创兴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5日

中海惠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惠祥 A、惠祥 B�份额折算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基金管理人” ）于 2020年5月7日在指

定媒介及本公司网站（www.zhfund.com）发布了《中海惠祥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和《中海惠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赎回选择期及惠祥A

份额、惠祥 B份额开放赎回业务的公告》。2020年6月4日为惠祥A、惠祥 B份额在赎回选择期

结束后的基金份额净值折算基准日。 本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未赎回的中海惠祥A和惠祥B基

金份额的份额净值折算为1.0000元（其基金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加或减少）。2020年6月

4日为惠祥A、惠祥B的基金份额变更登记日，在该日日终，基金管理人对投资者未赎回的中海

惠祥A和惠祥B基金份额统一结转为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根据《中

海惠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相关约定，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惠祥A、惠祥B份额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折算前，惠祥A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1.00123570元，据此计算的惠祥A份额的折算比例

为1.00123570；折算后，惠祥 A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1.0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

有的每1份惠祥A份额相应增加至1.00123570份。 折算前， 惠祥A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10651416.87份，折算后，惠祥A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0664578.82份。惠祥A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具体份额

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折算前，惠祥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0.98725759元，据此计算的惠祥B份额的折算比例

为0.98725759；折算后，惠祥B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元，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

有的每1份惠祥B份额相应减少至0.98725759份。 折算前， 惠祥B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45468399.90份，折算后，惠祥B份额的基金份额总额为44889022.81份。惠祥B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具体份额

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二、惠祥A、惠祥B份额变更登记结果

2020年6月4日日终， 基金管理人将投资者未赎回的中海惠祥A和惠祥B基金份额统一变

更登记为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完成变更登记后的中海中短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代码为：000674，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总份额为55,553,

601.63�份。

自 2020年6月5日起（含该日），原惠祥A、惠祥B份额持有人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持有的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情况及其分红方式，分红方式以销售机构的记录为准。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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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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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最新的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00162� � �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0一03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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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6

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实际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10.95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独立财务顾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此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公告。

2020年6月5日， 公司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95亿元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

至公司相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独

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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