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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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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募集资金 6,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 

 委托理财期限：105 天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使用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合计人民币 32,000 万元的暂时闲

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刊发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的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

常进行和主营业务发展，并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理财产品，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维护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具体内容如

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5 号”文《关于核准拉芳家化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43,6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18.3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1,804,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38,246,050.80 元及保荐费用 3,180,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到账金额为人民币 760,377,949.20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全部到账。该募集资

金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2017]G14024490360

号”《验资报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公司 2020 年 8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发的《2020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公司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具体情况如

下： 

受托方名称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本金保障固定收益 

产品名称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 

金额（万元） 6,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3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 

产品期限 105 天（到期日 2021 年 4 月 28 日） 

收益类型 固定利率收益型 

参考年化收益率（%） 3 

预计收益（如有）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投资理财产品行为进行规范和控制，严格审批投资产品准入范围，确保理财产品事宜的有效

开展和规范运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必要时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公司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的主要条款

如下： 

产品名称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 

产品风险等级 低风险产品（此为安信证券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发行人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发行规模 6,000 万元 

认购金额 以投资者在安信证券指定交易系统提交的有效委托认购金额为准 

本金保障比例 100% 

年度计息天数 365 天 

发行场所 安信证券柜台市场 

发行对象 
风险承受能力被安信证券评估为保守型、谨慎型、稳健型、积极型或激进

型的普通投资者或符合安信证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专业投资者。 

募集方式 现金 

发行方式 非公开方式发行 

认购期 2021 年 1 月 12 日 

起息日 2021 年 1 月 13 日 

到期日 2021 年 4 月 28 日 

兑付日 
2021 年 4 月 2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

不另计利息 

份额转让 本收益凭证不提供转让安排 

兑付方式 
本收益凭证到期，发行人在兑付日保证按照条款约定向客户支付人民币本

金及投资收益。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固定利率收益型产品。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其他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要求，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尽管理财产品属于流动性好、安全性高、风险等级低的投资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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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采取如下措施控制风险： 

（1）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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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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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06/8/18 黄炎勋 700,000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

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

荐；证券自营；证券资

产管理；融资融券业

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其他证券业务。 

国家开发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的

国投资本股

份有限公司 

否 

（二）受托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3,053,156.98 16,934,590.98 

净资产 3,193,446.24 4,197,409.41 

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759,099.02 700,082.26 

净利润 218,846.30 270,949.18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

集资金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

报。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拟购买的产品属于固定利率收益型产品，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收益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政策风险、

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从而影响收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截止本公告，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人民币万元 

序号 受托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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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汕头分行营业

部 

保本浮动收益类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 
1,000 1,000 2.81 - 

2 保本浮动收益类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35 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14,000 14,000 36.25 - 

3 保本浮动收益型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随心 E”

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 
15,000 15,000 102.08 - 

4 保本浮动收益类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

向）2017 年第 3 期 
15,000 15,000 35.38 - 

5 

安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保本浮动利率收

益凭证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财富专享

008 号（中证 500 看涨敲出） 
5,000 5,000 27.05 - 

6 固定利率收益型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21 号 
6,000 6,000 53.26 - 

7 
本金保障固定收

益 

安信证券收益凭证-安益乐享

439 号 
6,000 - - 6,000 

合计  62,000 56,000 256.83 6,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1,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2.18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1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6,000 

总理财额度 32,000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