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214          证券简称：爱婴室         公告编号：2021-001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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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人民币 53,25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业银行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兴业银行“金雪

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兴业银行添利3号净值型理财产

品、海通年年旺5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财通证券资管财鑫87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短期 

 履行的审议程序：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2020年4月16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100,000

万元闲置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流动性好

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增加资金收益，在

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购买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财产

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自上一公告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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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3,250  2,188.04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公司委托理财资金主要用于投资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

理财产品。不用于其他证券投资，不购买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

的的产品。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安排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预估和预测，购买

后及时分析和监控理财产品的投向和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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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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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兴业银行添利快线净值型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详细购买清单 



序号 合同签署日期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理财本金

（万元） 

1 2021年 1月 4日 2021年 1月 4日 无固定期限 5060 万元 

2 2021年 1月 4日 2021年 1月 4日 无固定期限 200万元 

3 2021年 1月 5日 2021年 1月 5日 无固定期限 390万元 

 

（2）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每万份理财产品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

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10000。 

（3）支付方式： 网上自主申购到期自动赎回。 

（4）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本产品不收取超额业绩报酬、认购费、

申购费和赎回费用。 

（5）流动性安排：不涉及  

（6）清算交收原则：不涉及  

（7）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8）交易杠杆倍数：无。  

（9）违约责任：a.由于本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双方同时负有过错，则应由

双方各自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b.双方同意，发生下列情况造成损失时，按以

下约定承担责任：对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变化，监管机构管

理规则的修改、紧急措施的出台等原因而导致的相关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人互

不承担责任；本协议书中涉及的相关终止日期或兑付日期如遇节假日，将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如甲方违反本

协议所做的声明和保证，或本产品甲方所涉及的资金被有权机关全部或部分冻结

或者扣划，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且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如因此给乙方或

产品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10）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2、兴业银行添利3号净值型理财产品 

（1）合同签属日期：2021 年 1 月 4 日 

（2）产品起息日：2021 年 1 月 4 日 



（3）产品到期日：无固定期限  

（4）理财本金：300万元 

（5）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每万份理财产品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

已实现收益÷当日理财产品份额×10000。 

（6）支付方式： 网上自主申购到期自动赎回。 

（7）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本产品不收取超额业绩报酬、认购费、

申购费和赎回费用。 

（8）流动性安排：不涉及  

（9）清算交收原则：不涉及  

（10）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1）交易杠杆倍数：无。  

（12）违约责任：a.由于本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双方同时负有过错，则应由

双方各自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b.双方同意，发生下列情况造成损失时，按以

下约定承担责任：对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变化，监管机构管

理规则的修改、紧急措施的出台等原因而导致的相关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人互

不承担责任；本协议书中涉及的相关终止日期或兑付日期如遇节假日，将顺延至

下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如甲方违反本

协议所做的声明和保证，或本产品甲方所涉及的资金被有权机关全部或部分冻结

或者扣划，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且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如因此给乙方或

产品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13）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80%。 

3、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非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1M 

（1）合同签属日期：2021 年 1 月 5 日 

（2）产品起息日：2021 年 1 月 6 日 

（3）产品到期日：2021 年 2 月6 日  

（4）理财本金：300万元 

（5）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投资周期理财收益指客户在该投资周期内实际持

有本理财产品取得的理财收益。投资周期理财收益=客户在该投资周期的理财本



金×投资周期理财实际年化净收益率×该投资周期实际理财天数/365。 

（6）支付方式： 网上自主申购到期自动赎回。 

（7）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理财产品费用包含销售管理费、产品托

管费以及投资管理费等相关费用，上述费用每日计提，定期收取。本产品托管费

年化费率为0.01%，销售管理费年化费率详见《认购申请书》和《申购申请书》。

投资运作收益扣除销售管理费、产品托管费超过理财参考年化净收益率时，兴业

银行有权按季收取投资管理费。若超额收益（年化收益率）不超过0.5%，兴业银

行按季就全部超额部分收取投资管理费；若超额收益（年化收益率）超过0.5%，

则超额收益（年化收益率）超过0.5%的部分80%归存续客户所有，20%作为兴业银

行的投资管理费。若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等于或小于理财参考年化净收益率、销售

管理费和产品托管费之和，兴业银行不收取投资管理费。本产品暂不收取申购费，

如有变更，将提前一个工作日在兴业银行网站公告。兴业银行保留变更理财产品

费率的权利，如有变更，将提前一个工作日在兴业银行网站公告。客户如不接受

变更的，可通过停止参加下一个投资周期来退出本理财产品等。 

（8）流动性安排：不涉及  

（9）清算交收原则：不涉及  

（10）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1）交易杠杆倍数：无。  

（12）违约责任：a.由于本协议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

不能完全履行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 违约责任；如双方同时负有过错，则应

由双方各自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责任。B.双方同意，发生下列情况造成损失时，按

以下约定承担责任：对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变化，监管机构

管理规则的修改、紧急措施的 出台等原因而导致的相关风险及损失，双方当事

人互不承担责任；本协议书中涉及的所有日期如遇非工作日，则乙方有权做相应

调整，由此产生的风险及损 失双方当事人互不承担责任；如甲方违反本协议所

做的声明和保证，或本理财产品甲方所涉及的资金被有权机关全部或 部分冻结

或者扣划，乙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合同，且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此给乙方或

产品其他客户造 成损失的，甲方应承担赔偿责任；乙方将依约定须支付的本金

及收益（如有）划入甲方指定的交易账户后，即视为已向甲方 完成支付义务。

因交易账户被司法机关等有权部门冻结、扣划等原因造成损失的，乙方不承担责



任。 

（13）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本理财产品主要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第一

类:银行存款、债券逆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及其它银行间和交易所资

金融通工具。第二类: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

可转债、次级债等银行间、交易所市场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其它固定收益类短

期投资工具。第三类: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第四类：符合监管机构规定的信托计

划，基金、证券和保险资产管理计划以及上述资产的收/受益权等，优先股，证

券投资结构化优先级，上市公司股票收（受）益权，量化对冲及优先级，以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股权为基础资产的资产管理计划等其它金融资产及其组合。产品因

为流动性需要可开展存单质押、债券正回购等融资业务，总资产不超过净资产的

140%。 

4、海通年年旺5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合同签属日期：2021 年 1 月 4 日  

（2）产品起息日：2021 年 1 月 5 日  

（3）产品到期日：2021 年 12月 23 日、2021 年 7 月 26 日、2021 年 9

月 20 日  

（4）理财本金：19000万元 、2500万、2500万 

（5）产品收益计算方式： 

A:期间赎回计算方式:赎回资金=赎回的单位份数×该赎回开放日单位净值 

B:期末终止计算方式：各受益人可获分配的期末利益=计划终止日单位净值

×计划终止日该受益人持有的单位份数 

（6）支付方式：认购/申购资金支付：投资者授权代理销售机构从其在代理

销售机构开立的账户中扣划认购/申购资金至代理销售专用账户（募集户）。赎

回资金支付：由代理销售机构按照相关协议的约定将信托利益从代理销售专用账

户（分配户）划付至受益人的信托利益账户。 

（7）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 申购费0%/年；退出费0%/年；托管费

0.025%/年；管理费0.3%/年 

（8）流动性安排： 不涉及 

（9）清算交收原则：自发生终止情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开始组织清算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成立清算小组，管理人组织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并进行集合计

划清算。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管理人、托管人组成。集合计划财产清算

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负责集合计划财产的保

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集合计划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

活动。清算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在扣除清算费用、管理费、

业绩报酬及托管费等费用后，将集合计划资产按照投资者拥有集合计划份额的比

例或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或其他合理方式以货币资金的形式全部分派给投

资者。 

（10）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1）交易杠杆倍数：无。  

（12）违约责任：管理人、托管人在履行各自职责的过程中、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给计划财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害的，应当分别对

各自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因共同行为给计划财产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害的，应当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发生下列情况的，当事人可以免责：1、不可抗力；2、

管理人和/或托管人按照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作为或不作为而

造成的损失等；3、管理人由于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原则行使或不行使其投资权

而造成的损失等；4、在计划运作过程中，管理人及托管人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以及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关职责，但由于其控制能力之外的第三方原因

或其他原因而造成运作不畅、出现差错的损失的；托管人由于按照管理人符合本

合同约定的有效指令执行而造成的损失等；投资者理解集合计划资产的投资、运

作、托管面临包括但不限于风险揭示书中列举的各类风险，管理人及托管人就集

合计划资产面临的上述固有风险免于承担责任。 

（13）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本集合计划主要投资国内依法发行的国债、地

方政府债、央行票据、金融债（含政策性金融债、次级债、二级资本债）、同业

存单、企业债、公司债（含非公开发行的公司债）、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资产支持证券非次级份额（仅包

含在银行间市场和证券交易所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型公募基金、公

募分级基金优先级份额、债券回购、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包括协议存款、

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 

5、财通证券资管财鑫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合同签属日期：2021 年 1 月 4 日  

（2）产品起息日：2021 年 1 月 4 日  

（3）产品到期日：2022 年 1 月 3 日  

（4）理财本金：23,000万元  

（5）产品收益计算方式：本金×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年化）×投资期限（天）

÷365+超额业绩*40% 

（6）支付方式：认购/申购资金支付： 委托人将资金划至财鑫87号开立在

宁波银行的托管户内。赎回资金支付：产品到期时，由管理人根据委托人指令将

资金划付至委托人指定账户。 

（7）理财业务管理费的收取约定： 0.3%/年 

（8）流动性安排： 不涉及 

（9）清算交收原则： 不涉及 

（10）是否要求履约担保：否  

（11）交易杠杆倍数：无。  

（12）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违反本合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当事人

违反本合同，给其他合同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违约行为虽已

发生，但本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 

（13）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本单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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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

可转换债券（含定向可转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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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货

币型或债券型基金中基金及现金类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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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投资于除公募基金以外的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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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资产管理产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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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品种。公司购买的理财



产品类型为保证收益型，风险等级较低，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求。受托方资信状

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并已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

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公司进行委托理财

期间将与受托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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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受托方与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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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受托方与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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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投资顾问及代理销售机构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

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财政厅下属上市证券公司）全资控股的资

产管理公司，本公司与投资顾问及代理销售机构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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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 马晓立 2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
务、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业
务、中国证监会许
可的其他业务 

财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否 

 



（2）投资顾问及代理销售机构近三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2061 120753 161512 204475 

所有者权益  68520 75410 95543 109840 

营业收入  77687 66997 108244 94583 

净利润  17322 7118 20134 14297 
 

（3）受托方与上市公司、上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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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需要

说明的关系。  

（4）财鑫8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使用方基本情况  

最终资金使用方名称：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最终资金使用方近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亿元） 161,512 204,475 

所有者权益（亿元） 95,543 109,840 

营业收入（亿元） 108,244 94,583 

净利润（亿元） 20,134 14,297 

 

资金使用方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 

（a）经营目标： 打造国内最佳“人居”资产管理平台。 

（b）经营方针： 公司以“深度研究、价值投资、绝对收益、长线考核”为

投研发展方针，着力于主动管理能力的构建，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量身打造的一

站式财富管理服务。 

（c）战略规划： 通过高度市场化考核及管理机制，打造一个视野立体化、

能力特色化的强大投研平台，业务版图覆盖权益、固收、混合资产、指数量化投

资，以及创新投资、资产证券化等多个领域，着力于主动管理能力的构建，打造

多元化投资管理能力，向重点领域的行业领跑者迈进。 

（d）经营内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和公募基金业务 

（e）自营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单位：万元 

资产运用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115814 56.6% 基础产业   

发放贷款 0 0 房地产业   

交易性金融资产 43605 21.3% 证券市场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0 0 实业   

长期股权投资 0 0 金融机构 159419 80.0% 

其他资产 45056 22.0% 其他 45056 22.0 

资产总计 204475 100% 资产总计 204475 100% 

 

（f）资管计划资产运用与分布表 

单位：万元 

资产运用 金额 占比 资产分布 金额 占比 

货币资产 23000 100% 基础产业   

贷款   房地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   其他实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   证券市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金融机构 23000 100%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   

其他   —— —— —— 

信托资产总计 23000 100% 信托资产总计 23000 100% 

 

资金使用方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信状况：无不良资信状况。 

担保情况或其他增信措施：无对外担保情况 

（g）本资产管理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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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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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查阅受托方财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

务开展的具体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746,738,480.23 1,655,406,564.68 

负债总额 649,542,709.09 578,716,10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9,241,555.72 1,013,689,981.93 

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207,310.08 129,104,160.97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121,805,497.91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613,387,175.13元，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532,500,000.00

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比例为437.17%，通过适度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

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理财收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等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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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五、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为浮动收益型产品。受金融市场宏观政策影响，购

买理财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

影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可能会产生波动，理财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2020年4月16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最高不超过100,000万元闲置

自有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合法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在

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

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案例的基础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安全可控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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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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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5,863.01  

2 浮动收益理财 4,800,000.00 4,800,000.00 729.71  

3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2,455.55  

4 浮动收益理财 102,860,000.00 102,860,000.00 15,135.87  

5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370,232.88  

6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770,383.56  

7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1,191,095.88  

8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517,328.77  

9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1,397,671.23  

10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852,739.73  

11 浮动收益理财 60,000,000.00 60,000,000.00 191,013.70  

12 浮动收益理财 80,000,000.00 80,000,000.00 1,011,857.71  

13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3,799,705.45  

14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344,961.99  

15 浮动收益理财 43,500,000.00 43,500,000.00 701,720.55  

16 浮动收益理财 50,000,000.00 50,000,000.00 573,424.66  

17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314,383.56  

18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0 70,000,000.00 531,616.44  

19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0 70,000,000.00 430,356.16  

20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159,123.29  

21 浮动收益理财 295,000,000.00 295,000,000.00 3,383,205.48  

22 浮动收益理财 120,000,000.00 120,000,000.00 574,437.53  

23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0 20,000,000.00 292,164.38  

24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0 20,000,000.00 209,424.66  

25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214,890.41  

26 浮动收益理财 150,000,000.00 150,000,000.00 3,495,000.00  

27 浮动收益理财 2,100,000.00 2,100,000.00 198.26  

28 浮动收益理财 7,850,000.00 7,850,000.00 3,680.90  

29 浮动收益理财 5,300,000.00 5,300,000.00 483.83  

30 浮动收益理财 1,250,000.00 1,250,000.00 112.77  

31 浮动收益理财 39,000,000.00 39,000,000.00 20,608.79  

32 浮动收益理财 3,700,000.00 3,700,000.00 325.71  

33 浮动收益理财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5,863.01  

34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0 30,000,000.00 81,369.86  

35 浮动收益理财 171,200,000.00 171,200,000.00 168,467.48  

36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10,766.98  

37 浮动收益理财 55,020,000.00 55,020,000.00 24,413.45  

38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 2,500,000.00 2,571.94  

39 浮动收益理财 3,910,000.00 3,910,000.00 1,788.38  

40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 700,000.00 353.00  



41 浮动收益理财 5,003,000.00 5,003,000.00 2,689.98  

42 浮动收益理财 7,000,000.00 7,000,000.00 9605.56  

43 浮动收益理财 3,087,000.00 3,087,000.00 17,020.00  

44 浮动收益理财 230,000,000.00   230,000,000.00 

45 浮动收益理财 190,000,000.00   190,000,000.00 

46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0   25,000,000.00 

47 浮动收益理财 25,000,000.00   25,000,000.00 

48 浮动收益理财 54,500,000.00   54,500,000.00 

49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50 浮动收益理财 3,000,000.00   3,000,000.00 

51 浮动收益理财 2,000,000.00   2,000,000.00 

合计 
2,482,280,000.

00 

1,949,780,000.

00 

21,911,242.0

6 
532,50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15,220,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0.5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4.2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32,50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67,500,00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00,000.

00 

 

特此公告。 

上海爱婴室商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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