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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1-002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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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 

 委托理财金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委托理财产品类型：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产品期限：理财产品期限基本不超过 90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在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 亿元

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单个理财产品的

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及资金收益，在不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主营业务正常

开展，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

托理财。 

（二）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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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永丰银行(中国)人民币三

个月期结构性存款 
20,000 3.47% 148.31 78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47% 否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永丰银行(中国)人民币三

个月期结构性存款 
10,000 3.47% 73.20 77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47% 否 

 玉山银行深圳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人民添利 第一百四十七期 20,000 3.30% 150.08 80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30% 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强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10,000 3.20% 68.38 78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20% 否 

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产品 （挂钩 汇

率三层区间 B款） 

JGXHLB2020605540106 

5,300 3.33% 40.69 83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33% 否 

上海农商行昆山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3,000 3.05% 8.02 32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05% 否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3,000 3.45% 24.10 85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45% 否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千灯支行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5,000 3.20% 36.82 84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20% 否 

昆山农村商业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结构性存款 7,000 3.25% 51.73 83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25% 否 

富邦华一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月享盈

21010018期 
10,000 3.20% 73.64 84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20% 否 

厦门国际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10,000 3.26% 76.07 84 保本浮动收益 无 3.26%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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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事项由财务部根据公司流动资金情况、理财产品安全性、期限和收益率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并进

行投资的初步测算，提出方案后按公司核准权限进行审核批准。公司稽核室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

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审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收益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天） 

预期收益率

（年） 
起息日 到期日 合同签署日 资金投向 

是否提

供履约

担保 

永丰银行(中国)人民币

三个月期结构性存款 

A111IRCNY22101

0001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 78 3.47% 2021/1/6 2021/3/25 2021/1/4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永丰银行(中国)人民币

三个月期结构性存款 

A111IRCNY22101

0002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77 3.47% 2021/1/7 2021/3/25 2021/1/4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人民添利 第一百四十

七期 

CNYRMTL202001

0401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 80 3.30% 2021/1/4 2021/3/25 2021/1/4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交通银行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78 3.20% 2021/1/6 2021/3/25 2021/1/4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

性存款产品 （挂钩 汇

率三层区间 B 款） 

JGXHLB20206055

40106 
保本浮动收益型 5,300 83 3.33% 2021/1/7 2021/3/31 2021/1/6 

挂钩标的：欧元兑美即期汇率

（ EUR/USD ）。 
否 

结构性存款 

汇率挂钩结构性存

款(澳元/美元双区

间单层触及结构)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32 3.05% 2021/1/8 2021/2/9 2021/1/4 

根据彭博终端 BEIX 界面公布的北京

时间 14:00 的 EUR/USD 定盘 MID 

价格提供。 

否 

结构性存款 公司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85 3.45% 2021/1/4 2021/3/30 2021/1/4 挂钩标的工作日：欧元（ TARGET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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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收益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天） 

预期收益率

（年） 
起息日 到期日 合同签署日 资金投向 

是否提

供履约

担保 

2020 年第 055 期
-AA020321010800

1 

期初价格：【挂钩标的在起息日北京时

间 14:00 的价格】 

结构性存款 

2021 年第 8 期结构

性存款

（202012313S0000

004853)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84 3.20% 2021/1/5 2021/3/30 2021/1/4 执行价格 1：期初价格的 【65%】 否 

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YEP20210013/14)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 83 3.25% 2021/1/6 2021/3/30 2021/1/5 执行价格 2：期初价格的 【 107.41%】 否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月享

盈 21010018 期 

NDRMBC2101001

8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84 3.20% 2021/1/6 2021/3/31 2021/1/5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公司结构性存款产品 JGXHLB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84 3.26% 2021/1/6 2021/3/31 2021/1/5 货币市场类-现金&存款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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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将严格按照公司内部控

制管理的相关规定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流动性进行评估，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2、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使用自有资金

委托理财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为上市金融公司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上市地 股票代码 

永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台湾 2890 

玉山银行 台湾 2884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 00296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601328 

（二）受托方为非上市金融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 定 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 

是否为

本次交

易专设 

上海农村

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2005/8/23 徐力 868,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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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银行卡业务；外汇存款、外汇

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同业外汇拆借。 

上海国有资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宝山钢材

股份有限公司 

否 

东亚银行

（中国）有

限公司 

2007/3/29 李国宝 1,416,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买卖股票以外的其他货币有价证券等。 

东亚银行有限

公司（香港） 
否 

厦门国际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985/8/1 翁若同 838,626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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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同业拆

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基金销售等。 

福建投资企业

集团、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闽信

集团有限公司 

否 

江苏昆山

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004/12/29 谢铁军 161,747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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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

外币兑换；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

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 

震雄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天

合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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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华一

银行有限

公司 

1997/3/20 马立新 210,000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及中长期贷款、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买卖有价证券、提供信用证服务、买

卖及代理买卖外汇、代理保险、从事同业拆借、从

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和

咨询服务以及经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台北富邦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持 股 

51%）和 

富邦金融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49%）；  

否 

（三）受托方的财务状况 

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受托方的最近一年（2019年）的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受托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收入 净利润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302.87 892.46 212.71 89.38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1,956.83   221.35   56.74   -17.06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155.25 620.23 168.84 63.15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42.09   94.47   37.30   11.92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 707.93 57.63 10.08 1.8 

（四）公司与受托方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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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总资产 21,911,851,349.31 27,285,812,671.21 

总负债 11,604,991,109.86 16,286,011,74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275,615,667.91 10,999,795,437.36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9月 

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5,772,253.61 -221,696,075.77 

本次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

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的开展，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产回报率，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588,693.62万元，本次委托理财

金额数额为103,300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17.55%。本次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均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对公司未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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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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应当

披露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以便投资者了解其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的影响。 

（三）委托理财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债

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理财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

品，属于低风险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将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 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0年4月6日和2020年4月2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理

财产品投资额度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增加公司收益，公司

在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

进行理财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

不超过一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请见公司于

2020年4月8日和2020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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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1,008,500.00 905,200.00 6,419.07 103,300.00 

2 基金理财产品 7,530.00 7,084.78 25.39 445.22 

合计 1,016,030.00 912,284.78 6,444.46 103,745.22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95,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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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71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1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3,745.22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96,254.78 

总理财额度 500,000.00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