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3106         证券简称：恒银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7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 

及理财收益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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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自 2021 年 1 月 11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

理财收益，合计 5,285,780.85 元；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至本公告日累

计进行委托理财金额合计 14,500.00 万元。 

 履行的审议程序：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 月 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

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一、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充分合理利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资金

收益，在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及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理财产品品种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

保障能力强的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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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施方式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 

 

二、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自 2020 年 5 月 7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具

体进展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8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承安 7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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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中融-承安

7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000.00 7.60% 38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公司于 2021 年 1月 4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韬辰 4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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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中融-韬辰

4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000.00 7.20% 144.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6 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融筑 12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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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国际信托 信托计划类 中融-融筑 5,000.00 7.30% 3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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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产品 125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公司于 2021 年 2月 26日购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华鑫信托·鑫

盛 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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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华鑫信

托·鑫盛 20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500.00 7.20% 18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二）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承安 7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中融-承安 7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5,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 12月 28 日-2021年 12月 27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7.6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 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事务清算

报告，并以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报告受益人。受益人在信托事务清算报告公布之

日起 3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委

托人、受益人在此确认并同意清算报告无须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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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益核算日：自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每满 6个月之日及信托单位终止日后

10个工作日内任一工作日； 

10）收益核算方式：每份信托单位信托利益＝1元×（1＋【7.60】%×实

际存续天数÷365）； 

11)风控措施：项目 63宗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约 113万平方米，

抵押物评估价值 62.7 亿元，对应信托计划股权投资价款初始抵押率约 63.8%，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为融创华北区域集团有限公司的业绩补偿义务提供差额

补足和为项目开发提供流动性支持；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资金用于受让融创华北区域集团有限公司合

法持有的五莲瑞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进行股权投资，增资款用于项目公司在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的天津

星耀五洲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2、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韬辰 4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中融-韬辰 4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2,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年 1月 4 日-2022年 1月 3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7.2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 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事务清算

报告，并以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报告受益人。受益人在信托事务清算报告公布之

日起 3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委

托人、受益人在此确认并同意清算报告无须审计； 

9）收益核算日：分配日为临时核算日或信托终止日后 10个工作日内任一工

作日； 

10）收益核算方式：每份信托单位信托利益＝1元×（1＋【7.20】%×实

际存续天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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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风控措施：对赌义务方向上海璋睿承诺项目公司及目标项目的销售及经

营业绩、排期计划及销售回款排期承诺指标、上海璋睿对项目公司进行股权投资

的基准投资回报等并与上海璋睿进行对赌交易，按照《对赌补偿及股权收购协议》

的约定收购上海璋睿所持项目公司股权。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为对赌

义务方在《对赌补偿及股权收购协议》项下支付股权收购价款、补足款等款项的

义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用于认购上海璋睿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璋睿”）的有限合伙份额并对上海璋睿出资，上海璋

睿拟将受托人支付的信托资金用于受让北京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来

安县远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并向项目公司进行增资，项目公司应将增

资款全部用于项目公司在位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汊河镇隆兴路 2 号的城镇住

宅用地地块上开发建设的远洋上宁府项目的开发建设。 

 

3、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融筑 12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中融-融筑 12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5,000.00万元； 

4）产品起息日及到期日：2021年 1月 6日-2022年 1月 5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7.3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 10个工作日内编制信托事务清算

报告，并以信托文件约定的方式报告受益人。受益人在信托事务清算报告公布之

日起 3个工作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委

托人、受益人在此确认并同意清算报告无须审计；  

9）收益分配日：分配日为临时核算日或信托终止日后 10个工作日内任一工

作日； 

10）收益核算方式：每份信托单位信托利益＝1元×（1＋【7.30】%×实际

存续天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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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风控措施：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以其合法持有编号为京朝国用

（2008 出）第 0332 号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8 号项目 A 地块的 C1 号楼

和 C2 号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为其因受让特定资产收益权而负有的

支付义务以及因触发对赌条件而负有的支付义务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合生创

展集团有限公司（代码：00754.HK）对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受让特定资产

收益权而负有的支付义务以及因触发对赌条件而负有的支付义务提供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用于购买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8 号项目 A地

块 C3、C4和 C5号楼的特定资产收益权，最终用于偿还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11 亿元的开发贷款本金及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为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 5 亿元的部分开发贷款

本金及对应利息，剩余资金将用于提前置换项目公司未到期融资。 

 

 4、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华鑫信托·鑫盛 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信托计划名称：“华鑫信托·鑫盛 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计划类产品； 

3）产品认购金额：2,500.00万元； 

4）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1年 2月 26 日-2022年 2月 25日； 

5）期限：12个月； 

6）预期年化收益率：7.20%； 

7）币种：人民币； 

8）信托的清算：受托人在信托计划终止后 10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信托事务

的清算报告，该清算报告无须审计，清算报告按照规定披露后 10 日内，受益人

未以书面形式对清算报告提出异议的，受托人就清算报告所列事项解除责任； 

9）收益分配日：信托单位募集完成日起每年的 3月 21日、6月 21日、9月

21日和 12月 21日以及该类该期信托受益权预定期限届日后 10个工作日（含该

日）内的任意一日；  

10）收益核算方式：每份信托单位信托利益＝1元×（1＋【7.20】%×实际

存续天数÷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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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担保方式：：上海世茂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陆家嘴的住宅和车位，

以及上海世茂佘山汇盈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位于佘山镇的住宅，抵押率不超过

50%。该信托计划由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12）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用于受让向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世

茂璀璨江山项目的特定资产收益权，资金专项用于其名下世茂璀璨江山项目的建

设。 

（三）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详见前述“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之“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 

（四）信托型产品最终资金使用方基本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12月 28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承安 7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为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49,000.00 万元，为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具有房地产贰级资质证

书。项目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板块天嘉湖大道西侧，为集居住、旅

游、养老为一体的多功能项目，总建设用地约 263.3万平米，总建筑面积为 419

万平米，其中住宅约 260万平米，该板块为天津市津南区重点发展区域，具有良

好发展潜力，项目产品总价较低，品质较为优越。 

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财务报表显示，总资产为

15,206,057,584.09 元,总负债为 13,352,975,013.42 元。2021 年 1-3 月主营业

务收入-660,971.70 元，净利润-10,835,726.89 元。 

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2、公司于 2021 年 1月 4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韬辰 42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北京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具有房地产

开发贰级资质，为远洋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100%控股，项目位于安徽省滁

州市来安县汊河新城，与南京江北新区相邻，项目占地 62 亩，总建面 11.42 万

米，目前项目已经取得五证，于 2018年 12 月开始销售。项目处于汊河新城的核

心区域，周边教育、文体、医疗资源丰富，商业规划配套齐全。 

截止2020年12月，北京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14.74亿

元，负债总额为97.85亿元，股东权益为16.8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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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远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

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3、公司 2021年 1月 6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融筑 125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最终资金使用方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43,666 万美元, 具有房地产开发贰级资质，是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绝对控股

的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项目位于北京市东四环与东三环间，地处东四环使馆片

区绝版位置，属于燕莎商圈，西南临麦子店西街，东临四环路，北临霄云路，西

南及东南方向则被北京四环内最大绿色生态公园——朝阳公园合围，是北京市著

名的公园景观豪宅盘，也是合生创展集团在北京运作的核心大型住宅项目。 

根据 2020 年 3 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27,382,349,913.78 元，总负债为 20,438,867,527.71 元，实收资本为

2,875,038,361.00 元，资本公积为 2,827,983,201.91 元，净利润 88,517,493.83 

元。 

北京新京润房地产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

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4、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购买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华鑫信托·鑫

盛 2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最终资金使用方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6,000 万元，为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旗下公司，具有房地产贰级开发资质证

书。项目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国家级江北新城区核心区域内，新城区具有得天独

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南京在新一轮总体规划修编中定位为“亚太新兴门户”，江

北在这一轮规划中将调整为“主城片区”。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出台，未来将

按照高标准建设江北新区，跨江发展转为拥江发展，随着政府加大区域投入，所

在区域的教育、文化、科技、经济、卫生等社会事业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产品定

位为中高档住宅，其客户群体集中在区域内的企业中高层人员、高科技人才、私

人企业家、大专院校毕业生等。 

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3,210,582,095.35 13,295,697,7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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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093,260,112.90 1,046,632,012.74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6月 

净利润 38,808,989.89 -46,628,100.16 

南京世荣置业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三、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本金及收益、取得理财产

品定期收益的概况 

自 2021年 1月 1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的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收

益，合计 5,285,780.85 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购买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中粮信托-

清江浦城市资产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 年 1 月 11 日

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1,0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 51,780.82元, 累计收到

理财收益合计 902,465.76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中粮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中粮信托-清

江浦城市资

产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1,000.00 9.00% 902,465.76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1月10日-2021年1月11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受让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法持有

的标的应收款收益权，最终用于补充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日常运

营资金，并由淮安市清江浦城市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按照《应收款收益权转让与回

购合同》的约定溢价回购标的应收款收益权。 

（二）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购买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长安

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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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期，公司已收回本金 1,0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 90,821.92 元, 累计收

到理财收益合计 654,383.57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长安宁·阳

光城花满园

项目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000.00 8.50% 654,383.57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4月22日-2021年1月29日 

2、产品投资范围：信托人将信托资金用于向【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受让其合法持有的【福州盛世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1%的股权的收益

权，闲置资金可投资于银行存款、同业拆放、国债、央行票据、货币市场基金

及受托人发行的其他信托产品。 

（三）公司于 2020年 3月 20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大信

托-钱江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年 3月 18 日到期，公

司已收回本金 5,0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 1,072,876.71元, 累计收到理财收

益合计 4,387,945.21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光大信托-钱

江 6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5,000.00 8.80% 4,387,945.21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 天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3月20日-2021年3月18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太原恒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恒大太原书院项

目的建设。 

（四）公司于 2020年 4月 23日购买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的“粤财信托·共

筑佳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到期，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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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本金 3,000.00万元。公司分别于 2021年 3月 22日收到理财收益 606,575.34

元；2021年 3月 29 日收到理财收益 6,554.03 元；2021年 4月 23日收到理财收

益 186,363.81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合计 2,430,506.88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粤财信

托·共筑佳

美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3,000.00 8.20% 2,430,506.88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 天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4月23日-2021年4月23日 

2、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根据《专项债权投资合同》的规定将本信托项下

实际募集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肇庆四会悦盈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债务

人的专项债权，债务人获得的信托资金用于肇庆四会世茂云泮项目的开发建

设，信托财产中的闲置资金可投于银行同业存款、国债、企业债、货币市场基

金、信托受益权、银行理财产品等金融产品，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或信托合同另有约定，该部分资金不得用于信托合同未约定的投资。 

（五）公司于2020年3月24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大信托

-湘信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1年3月26日到期，公司已收

回本金2,000.00万元。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23日收到理财收益429,041.1元；

2021年3月26日收到理财收益19,068.49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合计1,740,000.00

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光大信托-湘

信 5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2,000.00 8.70% 1,740,00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固定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3月24日-2021年3月26日 

2、产品投资范围：用于向贵阳童梦天地建设“贵阳恒大童世界项目”发放



12 

 

抵押贷款。 

（六）公司于2020年4月22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

乾·元融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1年4月16日到期，公司

已收回本金1,5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394,273.97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合计

1,209,780.82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光信·光

乾·元融 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500.00 8.20% 1,209,780.82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4月22日-2021年4月16日 

2、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

人上海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贷款将用于补充借款人流动资

金，信托计划项下如有闲置资金，受托人可将其用于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低风险

的金融产品。 

（七）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购买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光信·光

坤·锦湾光恒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1年4月23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3,50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970,890.41元，累计收到理财收益

合计2,835,000.00元。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预计年化收益率 
实际收益金额

（元）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光信·光

坤·锦湾光

恒 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3,500.00 8.1% 2,835,00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如

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65 天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实际到期日：2020年4月24日-2021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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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投资范围：受托人按照《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对融资

人发放信托贷款，信托贷款资金将用于肇庆恒大项目的开发建设，委托人申购的

信托资金可以用于支付信托单位的预期信托利益或继续向融资人发放信托贷款

或按照法律及合同约定的方式加以运用，信托计划项下如有闲置资金，受托人可

将其用于银行存款等高流动性低风险的金融产品。 

（八）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8日购买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中融-承安

7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公司于 2021年 5 月 18日收到理财收益 1,457,534.25

元，本金 5,000.00 万元尚未到期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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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信托计划类

产品 

中融-承安

75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000.00 7.60% 380.00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个月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 
不涉及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1、产品起息及到期日：2020年12月28日-2021年12月27日 

2、产品投资范围：资金用于受让融创华北区域集团有限公司合法持有的五

莲瑞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进行股权投

资，增资款用于项目公司在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天嘉湖的天津星耀五洲房

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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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托方基本情况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

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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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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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1993年 1月 15日 刘洋 1,200,000.00 信托业务 

经纬纺织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 
否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1984年 6月 1日 褚玉   582,482.04 信托业务 

中国华电集团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 
否 

 

（二）受托方经营状况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072,743.22 2,761,605.95 2,855,775.58 

净资产 1,933,565.32 2,070,939.41 2,855,775.58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总收入 581,855.57 535,879.06 549,999.99 

净利润 207,194.14 175,509.89 137,908.32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最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744,682.07 807,291.12 1,204,479.47 

净资产 653,711.70 605,572.50 912,954.15 

项目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总收入 103,407.15 126,593.64 167,712.17 

净利润 59,879.09 63,722.86 79,768.48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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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2,567,936,123.71 2,448,159,960.00 

负债总额 937,243,834.15 811,046,124.02 

净资产 1,630,692,289.56 1,637,113,835.9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 1-3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017,314.66 -132,779,403.73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3.12%，本次累计委托理财产

品本金金额占 2021年 3月 31日货币资金（含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17.59%，

公司运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业务，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 

（三）会计处理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购买的定期存款、保本保证收益型、保本

浮动收益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期收益列报于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审计结果为准。 

 

六、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为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

融机构发行的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

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

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等因素影响。针对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措施如

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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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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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提交董事长审批。 

（三）财务部建立投资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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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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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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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0年 3月 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

务运营和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60,000.00 万元人民

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或信托公

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该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

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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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1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00 11,000.00 48.06 0 

2 信托理财产品 50,500.00 36,000.00 3,188.73 14,500.00 

合计 61,500.00 47,000.00 3,236.79 14,5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万元） 43,876.66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6.91%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99.8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14,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45,500.00 

总理财额度（万元）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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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承安 7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2、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韬辰 4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3、公司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中融-融筑 12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4、公司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华鑫信托·鑫盛 20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资金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5、公司与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中粮信托-清江浦城市资产项目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6、公司与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长安宁·【阳光城花满园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文件》及电子回单； 

7、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大信托-钱江6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8、公司与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签订的《粤财信托·共筑佳美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9、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大-湘信 5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之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10、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光信·光乾·元融 1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11、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光信·光坤·锦湾光恒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及电子回单。 

 

特此公告。 

 

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