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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关于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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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遗漏遗漏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在江

苏南通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公司以自

有闲置资金实施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等投资以及暂时停止对外委托贷款

等投资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购买短期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首发股票申请于 2010年 1 月 25日过会，延期 16个月后发行，发行时

募投项目除启东项目外业已基本完成，通过对前期已支付募集资金的置换后致使

公司账面上存在大量短期自有闲置资金。公司目前在江苏省内多地有购物中心类

的储备项目，这些项目正式开始实施还需要一定时间。在这些项目正式启动之前，

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和委托贷款事项，是在确保不影

响募投项目和其他项目的投入，以及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保证资金安全前提下

实施的，目的是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取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

绩水平。 
为确保文峰股份广大投资者利益，使文峰股份股东获取更大投资回报，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对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实施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及对外委托贷款提供担保，向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至 2012年底前，

在 5 亿元人民币额度以内，若文峰股份购买非保本银行理财产品或者进行委托

贷款产生投资损失，由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全额承担。 
自2011年6月3日到2011年10月31日止，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相关

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目前购买的尚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规模规模规模规模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天天天天））））    
起止期限起止期限起止期限起止期限    

年利率年利率年利率年利率

（（（（%%%%））））    
报酬确定方式报酬确定方式报酬确定方式报酬确定方式    

中银集富产品 12,000 91 2011.10.18-2012.1.17 8.3 保本 

中银集富产品 10,000 30 2011.10.31-2011.11.30 5 保本 

中银集富产品 5,000 14 2011.10.31-2011.11.14 5 保本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000 75 2011.10.17-2011.12.31 7 本金及收益担保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000 75 2011.10.17-2011.12.31 7 本金及收益担保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6,000 75 2011.10.17-2011.12.31 7 本金及收益担保 

工银理财-共赢 3 号 5,430 79 2011.10.11-2011.12.28 5.1 非保本 

建行“亁元”保本浮动产品 10,000 90 2011.9.23-2011.12.22 5.5 保本 

累计金额 65,430     

 

 



2、公司目前尚未到期委托贷款情况（以下委托贷款均不构成关联交易） 

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产品名称 
规模规模规模规模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 
贷款对象贷款对象贷款对象贷款对象 担保方式担保方式担保方式担保方式 

期限期限期限期限

（（（（天天天天）））） 
起止期限起止期限起止期限起止期限 

年利年利年利年利

率率率率

（（（（%）））） 

民生银行委托贷款 2,000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80 2011.9.13-2011.12.2 9 

民生银行委托贷款 5,000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167 2011.9.22-2012.3.7 9 

民生银行委托贷款 3,000 

江苏鑫坤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94 2011.9.27-2011.12.30 9 

江苏银行委托贷款 15,000 南通市房建置
业有限公司 土地抵押 365 2011.9.9-2012.9.8 12.5 

建行委托贷款 3,500 南通港闸船舶
制造有限公司 定期存单质押 14 2011.10.24-2011.11.7 9 

建行委托贷款 20,000 南通邦豪置业
有限公司 土地抵押  243 2011.10.28-2012.6.27 15 

累计金额 48,500         

委托贷款具体情况如下： 
（1） 公司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贷款 2000 万元给江苏

鑫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80 天，年利率 9%，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以 2011 年 9 月 6 日招商银行南通分行签发票号

3080005392607498，金额 2000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11 月 30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质押。 

（2）公司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贷款 5000 万元给江苏鑫

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167 天，年利率 9%，

利息按季收取，到期收回本金。以 2011 年 9 月 6 日中国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签发

票号 3050005320081435，金额 5000 万元，到期日 2012 年 3 月 6 日的银行承兑

汇票质押。 

（3）公司委托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贷款 3000 万元给江苏鑫

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94 天，年利率 9%，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以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国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签发票号

3050005320082221，金额 1000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

以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国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签发票号 3050005320082222，金额

1000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以 2011 年 9 月 27 日中

国民生银行南通分行签发票号 3050005320082223，金额 1000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7 日的银行承兑汇票共三张质押。 

（1）、（2）、（3）委托贷款为同一借款人，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称：江苏鑫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跃龙路28号6楼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禧达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市政工程，土石方工程，防水工程，原林绿化工程，小区配套工

程施工，金属材料、建筑装璜材料销售。 

成立时间：2011年5月16日 

江苏鑫坤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至10月31日的总资产为16753.38万元，净资产为

3101.77万元，营业收入为13968.78万元，净利润为2507.36万元。 

借款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4） 公司委托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区支行贷款 15000 万元给南通

市房建置业有限公司，用于南通市人民西路 42 号附带 44、46 号改造项目。委托



贷款期限为 365 天，年利率 12.5%，利息按季收取，到期收回本金。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位于南通市崇川区人民西路 42、44、46 号的土地（对

应土地号：苏通国用（2010）第 0104008 号），土地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宗

地面积为 24332.33 平方米；该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38,515.65 万元。 
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称：南通市房建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环西路134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辉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等。 

成立时间：1999年9月16日 

南通市房建置业有限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 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2009年 20887 10500 0 -147 

2010年 32324 13508 0 6 

2011年6月30日 33881 13395 0 -113 

借款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5） 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贷款 3500 万元给

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用于流动资金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14 天，年利

率 9%，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定期存单质押：以 2011 年 5 月 6 日南通农村商业银行签发票号 00709001，

金额 5000 万元，到期日 2011 年 11 月 6 日的银行定期存单质押。 

2011 年 11 月 7 日，公司已收到归还的 3500 万元贷款及相应的利息。 

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称：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沿江里11号（港闸造船厂内）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孟锦华 

注册资本：10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质船舶制造、修理（凭许可经营）；钢结构制造安装 

成立时间：2003年9月28日 

南通港闸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二年一期的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总资产 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净资产 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营业收入 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净利润 
2009年 41388.12 10247.15 69282.86 1636.92 

2010年 31535.82 17498.61 83777.53 2361.26 

2011年9月30日 27146.27 18520.17 40084.75 1047.14 

借款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6） 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城中支行贷款 20000 万元给

南通邦豪置业有限公司，用于经营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243 天，年利率 15%，

利息按季收取，到期收回本金。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位于崇川区濠西路西侧、濠北路北侧的土地（原南通

大生五山毛巾厂）（对应土地证号：苏通国用（2011）第 0103007 号），土地用

途为商业、其他商服；宗地面积为 26354.10 平方米；该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 46,146 万元。 

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称：南通邦豪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人民中路203号21层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沙明军 

注册资本：150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土石方工程施工；自有房屋

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实业投资。 

成立时间：2011年8月23日 

南通房建置业有限公司至9月30日的总资产为：23211.47万元，净资产为

4501.47万元。 

借款人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实施上述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对外委托

贷款的情况进行了补充确认，同时决定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2年8月1日止，

暂时停止委托贷款（包括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及其他高风险投资。 
二、拟购买短期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概述 
目前部分大型商业银行提供对公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这类理财产品对

公司而言是一种资金的合理运用方式，与银行定期存款在风险、收益、流动性等

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银行提供保本承诺因此风险相对可控。公司董事

会认为购买这类理财产品风险相对可控，可提供公司资金运用效益，具体如下： 
1、发行方：仅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

民生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 
2、理财产品类型：仅限于保本型 
3、期限：单笔不超过 90天 
4、额度限制：购买后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不超过 9.6 亿元，且公司账面剩

余货币资金不低于 6亿元 
5、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的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资金来源 
拟购买短期商业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公司不使用募

集资金、银行信贷资金进行投资。 
四、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

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产

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购买仅限于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

产品，能够充分控制风险，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

资效益，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1）尽管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

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

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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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

监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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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

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与公司投资相同的理财产品。 
（6）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

赎回）岗位分离。 
（7）公司将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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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风险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备查文件 
1、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 11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