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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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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受托方：浦发银行、杭州银行

● 现金管理金额：25,200万元

● 现金管理产品名称：“幸福99” 卓越步步进鑫银行理财计划、 半年添益

2020期银行理财计划、季添益开放式第1906期、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卓越步

步进鑫银行理财计划

● 现金管理投资期限：2020年12月24日至2021年1月7日，预计14天；2020年

12月30日至2021年7月1日，预计183天；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4月1日，预计92

天；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1月12日， 预计12天；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1月15

日，预计15天。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1、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

较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类产

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单笔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在上述

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投资额度期限至2020年4月30日。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

上述使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

关部门具体实施。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8）。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具有合法

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单

笔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投资额度期

限至2021年4月30日。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使用额度范围内，行使决策权及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

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自有闲

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0）。

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通过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购买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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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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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收益类型

结构化

安排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幸福99” 卓越步

步进鑫银行理财

计划

3,000 2.85% 3.28 14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幸福99” 卓越步

步进鑫银行理财

计划

3,000 2.85% 3.28 14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半年添益 2020�期

银行理财计划

3,000 3.85% 57.91 183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季添益开放式第

1906期

5,000 3.73% 47.01 92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浦发银行上海

九亭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天添利进取1号理

财计划

3,000 2.74% 2.70 12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浦发银行上海

九亭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天添利进取1号理

财计划

3,200 2.74% 2.88 12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杭州银行上海

分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卓越步步进鑫银

行理财计划

5,000 2.85% 5.86 15

非保本浮

动收益

无 否

本次自有资金委托理财金额总计（万元） 25,200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控制

1、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根据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情况，

针对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标的。

2、具体业务实施部门在购买相关产品前，充分考虑产品持有期内公司运营资

金需求，评估现金管理产品的风险和公司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根据自身的风险

评估情况认购相应风险等级或更低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 内部审计部门按照公司内控管理制度的规定， 对购买产品的内部审批流

程、风险情况等进行监督审查，确保资金链运营安全，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要

求。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幸福99” 卓越步步进鑫银行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KD170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24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7日（以实际赎回日期为准）

（4）理财本金：3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2.85%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24日

2、产品名称：“幸福99” 卓越步步进鑫银行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KD170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24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7日（以实际赎回日期为准）

（4）理财本金：3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2.85%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24日

3、产品名称：半年添益2020期银行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TYG6M2020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0日

（3）产品到期日：预估2021年7月1日

（4）理财本金：3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3.85%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29日

4、产品名称：季添益开放式第1906期

（1）理财产品代码：TYG3M1906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0日

（3）产品到期日：预估2021年4月1日

（4）理财本金：5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3.73%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29日

5、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2301180075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1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12日

（4）理财本金：3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2.74%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31日

6、产品名称：浦发银行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2301180075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1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12日

（4）理财本金：32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2.74%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31日

7、产品名称：“幸福99” 卓越步步进鑫银行理财计划

（1）理财产品代码：KD1701

（2）产品起息日：2020年12月31日

（3）产品到期日：2021年1月15日

（4）理财本金：5000万元

（5）收益率：预计年化收益率2.85%

（6）支付方式：银行根据合同直接扣款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合同签署日：2020年12月31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风险控制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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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限

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

（3）公司财务部门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

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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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专业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5）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浦发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公

司代码：600000）、杭州银行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司代码：60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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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66,296,275.11 2,574,012,043.05

负债总额 1,102,836,809.47 880,436,952.23

资产净额 1,763,459,465.64 1,693,575,090.82

货币资金 765,343,860.26 735,123,376.31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537,382.67 74,067,174.25

（二）现金管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

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相应的投资收益，属于合理的经营手段，能为公司及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标的总体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

立现金管理产品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产品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

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的

影响。

（四）会计处理

公司购买现金管理类产品的处理方式及依据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要求处理，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其他流动资

产” 科目，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 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科目。

六、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将选取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好、风险性较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

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类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主要面临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投资风险，

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现金管理产品的情况

序

号

资金来

源

受托方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起息日 到息日

持有期

限

（天）

预计年化

收益率

理财金额

（万元）

1

自有资

金

浦发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财富班车进取3号（90

天）

2020年10月15

日

2021 年 1 月

13日

90 3.60% 5,000

2

自有资

金

浦发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财富班车进取3号（90

天）

2020年10月15

日

2021 年 1 月

13日

90 3.60% 5,000

3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季添益开放式第1905期

2020年12月23

日

2021 年 3 月

25日

92 3.75% 1,600

4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季添益开放式第1905期

2020年12月23

日

2021 年 3 月

25日

92 3.75% 5,000

5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半年添益2019期银行理

财计划

2020年12月23

日

2021 年 6 月

24日

183 3.83% 5,000

6

自有资

金

浦发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天添利普惠计划

2020年12月22

日

2021年1月4

日

13 2.96% 2,000

7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半年添益2019期银行理

财计划

2020年12月23

日

2021 年 6 月

24日

183 3.83% 1,200

8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幸福99” 卓越步步进

鑫银行理财计划

2020年12月24

日

2021年1月7

日

14 2.85% 3,000

9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行理

财产品

“幸福99” 卓越步步进

鑫银行理财计划

2020年12月24

日

2021年1月7

日

14 2.85% 3,000

10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半年添益2020�期银行理

财计划

2020年12月30

日

2021年7月1

日

183 3.85% 3,000

11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季添益开放式第1906期

2020年12月30

日

2021年4月1

日

92 3.73% 5,000

12

自有资

金

浦发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

划

2020年12月31

日

2021 年 1 月

12日

12 2.74% 3,000

13

自有资

金

浦发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天添利进取1号理财计

划

2020年12月31

日

2021 年 1 月

12日

12 2.74% 3,200

14

自有资

金

杭州银

行

银 行 理

财产品

卓越步步进鑫银行理财

计划

2020年12月31

日

2021 年 1 月

15日

15 2.85% 5,00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有现金管理产品总计 50,000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

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回收

金额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

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 0.00 1,711.19 50,000.00

合计 50,000 0.00 1,711.19 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3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5.0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0-103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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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上海璞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璞慧医疗”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203030984

注册人名称：上海璞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1幢2层C区

产品名称：一次性使用微导管

结构及组成：一次性使用微导管由导管、导向鞘、护套、导管座、显影环和护

套管组成。 产品经环氧乙烷灭菌，一次性使用。 货架有效期3年。

适用范围：适用于神经血管和外周血管，用于注射或输入对照介质和/或液

体和/或栓塞材料，和/或适当的器械（如支架、弹簧圈）等。

批准日期：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有效期至：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一次性使用微导管” 累计已发生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4万元，目前

国内市场外资品牌销售占比较高。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为璞慧医疗获批的首张产品注册证（三类），该注册证

的取得将进一步提高璞慧医疗核心竞争力，对其在介入治疗领域的发展和市场

拓展具有积极意义。 截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国内进行销售，短期内对璞慧医疗

及公司的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一次性使用微导管” 产品对璞慧医疗及公司未来营

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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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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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爱建信

托”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264天

●交易风险：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

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信托理财产品，尽管对预计收益有所预计，但不排除

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因素影响，不排除预计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状况等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的2020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

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爱建信托发行的理财

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1年内

有效。

一、本次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基本概况

（一）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公司在授权范围内于2020年12月30日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爱建信托发行的 “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产品，理财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单笔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二）资金来源

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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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元）

爱建信托

信托理财

产品

爱建信托-隆祥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00.00 7.8% 11,283,287.67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

收益

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

2021年9月20日

到期

固定收益类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7.8% 11,283,287.67 是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经营管理层需事前评估投资风

险，公司经营管理层将跟踪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等，如发现可

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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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受托人：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人：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信托计划类型：本信托为固定收益类产品

3、信托单位类别：普通Mc类信托单位

4、购买金额：2亿元。

5、投资起始日期：2020年12月30日起至2021年9月20日

6、预计年化收益率：7.8%

7、履约担保：无

8、信托财产的管理方式：主动管理

9、 受托人将按季度以书面形式将信托计划管理的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

向委托人披露。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本信托计划信托资金用于向借款人

恒盛阳光鑫地（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北京” ）以及恒盛恒茂

（合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合肥” ）发放信托贷款，贷款

资金用于标的项目（恒盛北京欧洲公馆项目及恒盛合肥坝上街综合体项目）

开发建设以及交易文件约定的其他用途， 借款人不得将信托贷款挪作他用，

不得用于法律法规禁止的用途。 闲置资金用于银行存款或现金类产品，信托

计划以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形成的收入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投资

者获取投资收益。

（三）理财产品的其他情况

资金使用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资金使用方名称：恒盛北京以及恒盛合肥

（2）资金使用方经营情况：恒盛北京成立时间2003年02月25日，注册资本

12,9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驰，资信情况良好。 恒盛合肥成立时间2007

年10月24日，注册资本50,983.0227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孙驰，资信情况良

好。

（3）资金使用方的主要财务状况

恒盛阳光鑫地（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140,606,743.13 4,208,942,615.69

资产净额 -57,821,382.36 -45,614,315.04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2,621,955.49 -20,518,562.95

恒盛恒茂（合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804,988,372.86 7,511,348,970.47

资产净额 255,142,253.96 306,308,483.03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21,559.99 274,635.57

净利润 -51,166,229.07 -63,022,049.92

（4）担保情况或其他增信措施情况：信托贷款由恒盛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恒盛北京及恒盛合肥以其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及在

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5）资金使用方及其他相关方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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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风险控制分析

1、针对本次购买短期信托产品，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产品

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流动性进行了尽职调查和评估。 本次产品评估结果为

风险较低。 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及预计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2、公司财务、审计部门参与本信托资金使用、跟踪和监控。 公司财务部负

责具体的理财产品购买程序办理事宜，建立产品台账，与爱建信托保持密切

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是否符合合同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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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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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把控本信托产品

在投资管理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信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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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暨关联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暨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众华

注册资本：460,268.4564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6年08月01日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46号3-8层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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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其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

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

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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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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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瑶集

团” ）持有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建集团” ）29.80%的股

份，均瑶集团为爱建集团控股股东；爱建集团持有爱建信托100%股权，故爱建

信托构成公司关联方。

主要股东：上海爱建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爱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爱建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状况良好， 总资产、

净资产、净利润均稳步增长。 爱建信托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券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二）爱建信托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080,886,874.37 10,123,684,127.34

负债总额 2,121,058,407.72 2,683,266,263.91

资产净额 7,959,828,466.65 7,440,417,863.43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营业收入 1,616,308,537.73 2,558,320,533.19

净利润 862.586.336.94 1,237,864,301.05

（三）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信用评级及履

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和评估，评估结果为风险较低。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106,414,698.30 1,344,262,161.50

负债总额 191,557,691.16 402,149,02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14,479,406.43 941,538,49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60,411.25 353,242,960.73

截至2020年9月30日，货币资金为1,856,428,144.25元，本次购买信托产品

的金额合计为2亿元，占最近一期合并报表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10.77%，不

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

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确保资金安全性和流

动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收

益。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同时，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利润来源对关联交易无较大依赖，关联交

易对公司独立性未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计入“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0年9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12日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爱建信托发行的理财产品，

并可在上述额度内滚动使用，授权期限为1年。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监事会、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9月19

日和2020年10月1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

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尽管对预计收益有所预计，在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和处分

过程中仍可能面临各种风险，包括市场风险、管理风险、道德风险、操作风险、

技术风险、估值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关联交易风险等其他风险，不排除预计收

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七、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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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0,000,000.00 - - 100,000,000.00

2

爱建信托-隆祥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0,000,000.00 - - 200,000,000.00

合计 300,000,000.00 - - 300,0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1.8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0,00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0,000.00

注：上述总理财额度中有300,000,000.00元是关联理财授权额度。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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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辞职及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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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财务总

监华峥嵘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华峥嵘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

监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相关规定，华峥嵘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 华峥嵘先生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经进行了顺利交

接，辞去财务总监职务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

华峥嵘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的辛勤工作和勤勉尽责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任飞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财务总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未发现任飞

先生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情形，亦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

情形；任飞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职业素养以及身体素质能够胜

任所聘任岗位的职责要求；公司本次聘任财务总监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任任飞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飞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4日

附件：

任飞，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

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特许会计师。 曾任上海上嘉物流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佳乐宝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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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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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亚药业” ）于2020年12

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

取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基本信

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01481183122

名称：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池正明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叁佰陆拾万元整

成立时间：1998年02月06日

营业期限：1998年02月0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原料药（厄多司坦、氧氟沙星、酮康唑、氯雷他定、硫普罗宁、盐酸

左氧氟沙星、乳酸左氧氟沙星、盐酸特比萘芬、马来酸曲美布汀、左氧氟沙星、噻康

唑、依帕司他、盐酸多奈哌齐、硫酸氢氯吡格雷、奥美沙坦酯、埃索美拉唑镁、消旋

卡多曲、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阿立哌唑）制造；片剂、颗粒剂、胶囊剂制造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无机盐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道路货

运经营；化工专用设备、五金产品、钢材销售；技术进出口和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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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东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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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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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为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五矿资本” ）通过全资子公司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股的控

股子公司。 2020年5月25日，五矿信托股东会作出《2020年第三次会议（临时会

议）决议》，审议通过五矿信托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由现有股东五矿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出资5,500,000,000.00元、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

495,087,716.27元、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55,981,334.76元对五矿信托进

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五矿信托注册资本变更为13,051,069,051.03元。

近日，五矿信托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核发的《青海

银保监局关于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复》（青银保监复[2020]

186号）， 同意五矿信托将注册资本由6,000,000,000.00元增加至13,051,069,051.03

元。 2020年12月31日， 五矿信托取得了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

照》，现将具体核准变更（备案）事项公告如下：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变更后股东信息：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出资额10,180,141,374.47元，出资比例78.002%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767,309,876.16元， 出资比例

21.204%。

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额103,617,800.40元，出资比例0.794%。

变更前认缴注册资本总额（元）：6,000,000,000.00

变更后认缴注册资本总额（元）：13,051,069,051.03

特此公告。

五矿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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