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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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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246,990,400.00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外汇掉期、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

资管月月福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商资管鑫融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润富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鹏华基金鹏泰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泰泰合金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证券资管润富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商资管鑫融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华泰如意

宝1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不超过一年

●履行的审议程序：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0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本金安全、操作

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信托

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本外币）理财产品，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计划购买理财产品单笔金额或任意时点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

元，且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在确保本金安

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

司、信托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本外币）理财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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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及收

益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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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浙江

省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外汇掉期 美元 100.00 0.91% 0.45

2020-9-8至

2021-3-8

外汇掉

期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6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500.00 4.60% 16.70

2020-9-9至

2021-8-9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2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2,000.00 3.85% 9.47

2020-9-9至

2020-10-20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招商资管鑫融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601.20 开放式净值 / 无固定期限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6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1,200.00 4.60% 39.36

2020-9-15

至2021-8-9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润

富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人民币 2,000.00 3.95% 17.75

2020-9-15

至

2020-12-14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招商资管鑫融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801.60 开放式净值 / 无固定期限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招商资管鑫融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601.20 开放式净值 / 无固定期限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招商资管瑞丰双

季红5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1,000.00 4.2% 18.80

2020-9-16

至

2021-3-17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20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2,300.00 3.85% 11.04

2020-9-16

至

2020-10-27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鹏华基金鹏泰2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800.00 开放式净值 /

2020-9-18

至

2021-3-19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鹏华基金鹏泰2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800.00 开放式净值 /

2020-9-18

至

2021-3-19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华泰泰合金7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人民币 1,000.00

4.1%或4.1%+

(标的收益

-2%)*20%

/

2020-9-24

至

2021-3-24

固定收

益类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6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700.00 4.60% 18.47

2020-9-22

至2021-8-9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2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3,000.00 3.85% 10.78

2020-9-23

至

2020-11-3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1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2,500.00 4.25% 42.41

2020-9-24

至

2021-3-15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润

富5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人民币 500.00 3.80% 1.94

2020-9-24

至

2020-11-4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2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800.00 3.80% 1.87

2020-10-14

至

2020-11-10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

月福9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人民币 500.00 4.60% 21.17

2020-10-14

至

2021-10-11

固定收

益类集

合资产

管理计

划

/ 否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招商资管鑫融3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人民币 701.4 开放式净值 / 无固定期限

混合类

集合资

产管理

计划

/ 否

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证 券 理

财产品

华泰如意宝15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人民币 1,700.00

4.1%或4.1%+

(标的收益

-2%)*20%

/

2020-10-21

至

2021-4-21

固定收

益类

/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湖州分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天添利进取1号

理财计划

人民币 10.00 开放式净值 / 无固定期限

开放式

固定收

益类净

值型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对本次委托理财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

险可控，本次委托理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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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外汇掉期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8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8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15年11月27日

（5）理财本金：100万美元

（6）收益率：0.91%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无

2、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78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9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8月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9日

（5）理财本金：500万元

（6）收益率：4.60%，年化收益率超过4.60%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9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90%÷365

3、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94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9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0月20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9日

（5）理财本金：2,000万元

（6）收益率：3.85%，管理人将对超过部分收益提取90%的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6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60%÷365

4、招商资管鑫融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1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1日

（5）理财本金：601.2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1.2%/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2%÷当年天数

5、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78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5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8月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9日

（5）理财本金：1,200万元

（6）收益率：4.60%，年化收益率超过4.60%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9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90%÷365

6、财通证券资管润富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455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5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2月14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5日

（5）理财本金：2,000万元

（6）收益率：3.95%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3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30%÷365

7、招商资管鑫融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5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1日

（5）理财本金：801.6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1.2%/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2%÷当年天数

8、招商资管鑫融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6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1日

（5）理财本金：601.2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1.2%/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2%÷当年天数

9、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882807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6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7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6日

（5）理财本金：1,000万元

（6）收益率：4.2%/年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4%/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4%÷当年天数

10、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0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59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6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0月27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6日

（5）理财本金：2,300万元

（6）收益率：3.85%，年化收益率超过3.85%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6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60%÷365

11、鹏华基金鹏泰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8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5日

（5）理财本金：800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本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计划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固定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5%÷当年天数

12、鹏华基金鹏泰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18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15日

（5）理财本金：800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本计划的固定管理费按计划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固定管

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5%÷当年天数

13、华泰泰合金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941775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24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24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4日

（5）理财本金：1,000万元

（6）收益率：4.1%或4.1%+(标的收益-2%)*2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3%年费率计

提，计提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3%÷当年天数

14、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78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22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8月9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9日

（5）理财本金：700万元

（6）收益率：4.60%，年化收益率超过4.60%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9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90%÷365

15、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66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23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1月3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8月26日

（5）理财本金：3,000万元

（6）收益率：3.85%，年化收益率超过3.85%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6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60%÷365

16、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1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87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24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3月15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24日

（5）理财本金：2,500万元

（6）收益率：4.25%，年化收益率超过4.25%的部分按90%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6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60%÷365

17、财通证券资管润富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459

（2）产品起息日：2020年9月24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1月4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9月24日

（5）理财本金：500万元

（6）收益率：3.8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3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30%÷365

18、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382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4日

（3）产品到期日：2020年11月10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4日

（5）理财本金：800万元

（6）收益率：3.80%，管理人将对超过部分收益提取90%的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6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60%÷365

19、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C43439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4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0月11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4日

（5）理财本金：500万元

（6）收益率：4.60%，管理人将对超过部分收益提取90%的业绩报酬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0.30%/年，具

体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30%÷365

20、招商资管鑫融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无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19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6日

（5）理财本金：701.4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本集合计划成立后前2个月不收管理费。 管理人自集合计划成立满

2个月的当日开始收取管理费，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的资产净值计提，管理费的年费率为

1.2%，计算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1.2%÷当年天数

21、华泰如意宝1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94134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21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4月21日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19日

（5）理财本金：1,700万元

（6）收益率：4.1%或4.1%+(标的收益-2%)*20%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本集合计划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0.3%年费率计

提，计提方法如下：

每日应计提的管理费=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0.3%÷当年天数

22、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2301180074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0月28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10月28日

（5）理财本金：10万元

（6）收益率：开放式净值

（7）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8）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9）理财业务管理费：0.20%/年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外汇掉期：金融衍生产品类。

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6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国

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

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可转换债券（含非公开发行的可转债

券）、可交换债券（含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基金、货币

市场基金、货币型和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银行存款（包括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同

业存款等）、同业存单、现金、国债期货；本计划还可投资于接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

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等。 （上述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不得超过以上投资范围且不得再投

资除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资管产品）。

财通证券资管月月福23号、20号、21号、11号、22号、9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主

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可转换债

券、可交换债券（含非公开发行的可交换债券）、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基金、货币

市场型基金、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现金、因可转换债券转股或可交换债券换股形成的股票及

其派发的权证、因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产生的权证。 本计划还可投资于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的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基金资管公司的一对多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所投计划的投资范围不超过本计划的投资范围且不得再投资除公募证券投资基金外的

资管产品）。

招商资管鑫融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的上市公

司股票（含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非公开发行股票）、银行存

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同业存单、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

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回购（含正回购、逆回购）、资产支持

证券、股指期货、国债期货，证券投资基金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标准化资产。

财通证券资管润富1号、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的

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

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货币市场型

基金、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固定收益类投资品

种。

招商资管瑞丰双季红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集合计划投资范围包括存款（包括但不限

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议存款、同业存款等各类存款）、同业存单、国债、政府债

券、政策性金融债、各类金融债券（含次级债混合资本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非公开发

行的公司债）、央行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

务融资工具、债券回购、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可转债、可交换债、国债期

货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

鹏华基金鹏泰2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A股股票（含新股申购）；债券（国债、地方政府

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基金（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逆回购；期

货（股指期货）；现金类资产（现金、银行存款（含通知存款、协议存款、定期存款）、货币市场

基金、同业存单）；其他（融资融券、转融通）。

华泰泰合金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集合计划投资于依法发行的各类金融工具，具体包

括商业银行理财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

债、债券逆回购、央票、金融债、企业债、债券型基金、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保险资管产品、收

益凭证、场外期权等证监会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本计划投资的各类资管产品仅限于投资各

类标准化资产。

华泰如意宝1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集合计划投资于依法发行的各类金融工具，具体

包括商业银行理财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国

债、债券逆回购、央票、金融债、企业债、债券型基金、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保险资管产品、收

益凭证、场外期权等证监会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

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现金、存款、存放同业、拆借、回购、同

业借款；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同业存单、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

券、超短期融资券、标准化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项

目收益票据、项目收益债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永续债、次级债、可转债、可交换债、债券借

贷、货币基金等符合监管认定标准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以及主要投资前述资产的信托计划、

券商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基金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保险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

计划、期货公司及其资管公司资管计划。

（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将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的评估、筛选，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风险可控的理财产品。 在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公司将密切与金融机构保持联系，及

时跟踪理财产品情况，加强风险控制与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2、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的理财产品购买程序办理事宜，并配备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

投向，如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根据本项授权进行的投资进行事后审计监督，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对

各项投资可能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

4、公司上述业务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不得与非正规的机构

进行交易。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988）、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1108）、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999）、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168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000）均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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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已对上述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

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上述交易各方当事人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5,618,538.94 3,985,807,454.29

负债总额 1,381,498,199.81 1,572,010,897.45

净资产 2,534,120,339.13 2,413,796,556.84

2019年1-12月

（经审计）

2020年1-6月

（未经审计）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719,951,333.20 -735,384,707.68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1,112,739,092.20元，本次委托理财资金占公司最近

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2.20%。

（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的理财业务，仅限于日常营运资金出现闲置时购买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理财收益

以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公司账户资金以保障经营性收支为前提，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带来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

理财产品投资业务，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三）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自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理财产品中保本浮动收益、非保本浮动收益的产

品由报表列报的项目“其他流动资产”分类调整至报表列报的项目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理

财产品中保本保收益产品依旧在“其他流动资产”列报。

五、风险提示

1、尽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波动

性。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仍会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确保本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以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以及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本外币）理财产品，

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计划购买理财产品单笔金额或任意时点累

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且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发布的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5）。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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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理财产品 1,000.00 500.00 24.94 5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78,637.14 72,443.61 770.82 6,193.52

3 证券理财产品 64,605.45 20,300.00 149.68 44,305.45

4 私募理财产品 12,000.00 6,947.00 46.79 5,053.00

合计 156,242.58 100,190.61 992.23 56,051.9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2,640.57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2.6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86%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6,051.97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3,948.03

总理财额度 200,000.00

注：1.上述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形成。

2.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理财产品代码：FGDA20279L理财金额3,000万，到期日

变更为2020年10月16日。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30日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宋志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基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罗慧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99,189,502.17 2,913,215,044.69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3,638,573.51 1,037,399,163.06 15.0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311,941.21 164,589,535.79 -226.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387,874,449.10 2,776,999,317.04 -1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3,209,192.96 -58,395,550.01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182,225.27 -66,053,465.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2 -2.68 增加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80.10 108,734,574.0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4,328.24 3,476,524.7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20,877.14 -5,799,971.6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818.69 519,264.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2,349.95 234,243.14

所得税影响额 -95,511.69 -26,773,216.53

合计 1,209,688.15 80,391,418.2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7,6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76,959,400 10.00 0 质押 176,959,4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芜湖市楚恒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40,726,052 2.3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8,558,255 1.61 0 质押 28,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敏 18,634,529 1.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文浩 12,967,900 0.73 0 无 境内自然人

财通基金－李绍君－财通基金

玉泉91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50,000 0.68 0 无 其他

钱勇 8,920,000 0.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绍林 8,521,700 0.4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锦棠 7,638,450 0.4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桑勇 5,742,200 0.3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76,95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959,400

芜湖市楚恒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40,726,052 人民币普通股 40,726,052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8,558,255 人民币普通股 28,558,255

王敏 18,634,529 人民币普通股 18,634,529

赵文浩 12,96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67,900

财通基金－李绍君－财通基金玉泉

91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50,000

钱勇 8,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20,000

王绍林 8,5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8,521,700

陈锦棠 7,638,450 人民币普通股 7,638,450

桑勇 5,7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74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瑞金女士与芜湖恒鑫铜业集

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

项目名称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在建工程 8,950,517.00 617,618.19 1,349.20 主要系本期在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720,216.40 8,428,000.00 561.13 主要系广西鑫科项目预付工程、设备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 320,630.02 - 主要系本期期货持仓合约变动所致

预收账款 - 27,452,949.23 -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变化

合同负债 9,628,086.99 - - 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变化

应交税费 4,648,969.77 7,735,740.04 -39.90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较期初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6,089,661.24 113,597,635.78 -59.43

主要系子公司鑫科铜业上年收到的部分增资

款本年正式完成增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041,108.59 44,718,722.09 -90.96

主要系本期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 44,000,000.00 73,976,027.39 -40.52 主要系本期偿还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238,161.30 - - 主要系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费用所致

3.1.2利润表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管理费用 62,632,696.82 93,846,873.10 -33.26

主要系本期在职员工减少使管理费用下降

所致

财务费用 14,264,951.86 23,493,616.91 -39.28 主要系本期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807,811.69 1,041,796.86 -657.48 主要系本期期货平仓盈亏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840.00 -629,933.91 -

主要系期末期货持仓合约浮动盈亏变动所

致

信用减值损失 5,952,811.76 -8,870,506.76 -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8,977,710.18 2,083,773.88 5,129.8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鑫古河收到征收补偿款

所致

营业外支出 552,220.25 1,406,209.31 -60.73 主要系本期营业外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7,705,679.35 13,630,728.40 176.62 主要系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578,213.71 16,704,035.94 -72.59

主要系本期收到其他往来款减少

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76,805,203.65 125,137,624.05 -38.62

主要系本期在职员工较上期减少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9,320,765.64 46,154,373.22 -36.47 主要系本期缴纳的税款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8,311,941.21 164,589,535.79 -226.56

主要系本期存货增加、经营性应付

项目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5,556,262.02 9,739,278.68 -42.95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155,923.65 888,142.23 30.15 主要系本期取得分红款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125,825,353.00 40,550,320.00 210.2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鑫古河收到征

收补偿款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 888,889.00 -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处置灵思宝贝

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9,133,756.73 13,437,057.83 -32.03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利息收入减少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50,224,761.17 5,739,439.92 775.0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西鑫科在建

项目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款项增

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1,296,000.00 97,200,000.00 45.37

主要系本期受让子公司鑫古河剩

余40%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50,000,000.00 - -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鑫科铜业收到

增资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696,338,482.06 520,306,038.48 33.83

主要系本期收回票据保证金增加

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20,013,204.49 40,222,356.77 -50.2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52,355.94 77,786.49 -167.31 主要系本期外币汇率变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控股股东拟变更公司股份增持计划

公司已于2020年9月18日召开的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变更公司股份

增持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并经公司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的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梦舟股份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我公司及关联人、

一致行动人拟增持贵公司股份。

……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少于5000万股不超过8848万股。

……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0年4月24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贵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公司股票

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

公司将会根据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志刚

日期 2020年10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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