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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4               证券简称：杭州解百               公告编号：2021-021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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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浙金·汇业 5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 

●委托理财产品期限：预计产品存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相应成立日起算。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 

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文本。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加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周转所需，并保证资金流

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人

民币 5,000 万元暂时闲置自有流动资金向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金信托”）购买为期 12 个月的“浙金·汇业 5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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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金信托 
信 托 理

财产品 

浙金·汇业 503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000 6.9% 345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万元）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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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月 
非 保 本

收益 
无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建立了理财业务的分类、分级审批程序，从决策层面对理

财业务进行把控。公司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银行资质、流动性等进行

尽职调查和评估，选择风险较低的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目前公司理财产品管理主要分为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对于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按年度金额预计后报股东大会审议；对于购买信托理财产品按每个具体产品报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若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各类理财产品由管理层在

批准并授权的范围内组织实施。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受托人：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浙金·汇业 5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理财产品。 

3、购买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4、产品期限：预计存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相应成立日起算。 

5、预期收益率：产品为非保本收益型，业绩比较基准为 6.9%/年。 

6、履约担保：无。 

7、合同签署日期：尚未签署正式合同。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为股权类资产，具体产品为“浙金·汇业 50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 

（三）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最终使用方相关其他情况 

1、资金最终使用方 

名称：杭州临安同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安同人置业”） 

资金最终使用的项目：用于临安同人置业位于杭州临安区的世茂同人山庄开发

项目（“世茂·国风大境”项目）的开发建设。 

临安同人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20 年年度营业收入为 2,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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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净利润为-4,240.87 万元，总资产 22.79亿元，净资产为-2,210.72 万元。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797.45 万元，总资产为 33.34 亿元，净资产

为-3,008.1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营状况：临安同人置业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31 日，是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世茂集团”）开发杭州临安“世茂·国风大境”项目所设的项目公司，

负责以上项目的开发建设。 

股权架构：杭州世茂嘉年华置业有限公司和杭州汇昇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分别持有临安同人置业 51%和 49%的股权。经股权穿透后，世茂集团为临安

同人置业的实际控制人。 

资信状况：根据浙金信托 2020 年 3 月 16 日获取的人行《企业信用报告》，临

安同人置业 2009 年首次有信贷交易，累计发生信贷交易机构数为 2个，截止当前均

已结清；公司未结清借款金额 0.0 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 0.0 万元，无对外

担保信息。无任何异常情况。 

截至目前，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的信息，未发现临安同人置业存在被执行

及失信被执行记录。 

2、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 

融资人/抵押人：杭州临安同人置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 1：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茂建设”） 

保证人 2：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措施： 

（1）土地抵押 

临安同人置业以其合法持有的位于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街道潘山村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向浙金信托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2）保证担保与差额补足 

世茂建设提供保证担保、世茂集团提供差额补足。 

（3）其他监控措施 

浙金信托可以委托其他机构参与股权投资款、股东借款用途监管、抵押财产项目

销售回款资金监管、抵押人章证照监管等信托事务管理。 

3、关联关系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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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分析 

针对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产品的收益类型、投

资类型、流动性进行了尽职调查和评估，评估结果为风险适中。公司本次运用暂时闲

置自有流动资金购买信托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预计确保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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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 商

金 汇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司 

1993年05

月19日 

余艳梅 170,000 经营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

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

件所列的为

准。 

国通信托的控股股东为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78%

的股权，另两方为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和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分 别 持 有 17.50% 和 

4.50%的股权。实际控制

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否 

（二）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

标 

根据浙金信托 2018～2020 年的年报摘要显示，其主要指标：营业收入分别为

7.41 亿元、5.55 亿元和 5.68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54 亿元、1.04 亿元和 1.06 亿

元；资产总计分别为 31.01 亿元、25.05 亿元和 26.97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20.71

亿元、21.77 亿元和 22.83 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浙金信托母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1.78 亿元，净利润为 0.71 亿

元，总资产为 26.62 亿元，净资产为 23.53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浙金信托，浙金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https://www.qcc.com/firm/960aa72caf8a735b18eaf7022892ff12.html
https://www.qcc.com/firm/960aa72caf8a735b18eaf7022892ff12.html
https://www.qcc.com/firm/6c9578571a5e4691e057e1948cb7a9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6c9578571a5e4691e057e1948cb7a9ea.html
https://www.qcc.com/firm/64261786a817045c59c36d1bf142142d.html
https://www.qcc.com/firm/g7e84b2110f4bf02227732023fa224df.html
https://www.qcc.com/firm/g7e84b2110f4bf02227732023fa224df.html
https://www.qcc.com/firm/g7e84b2110f4bf02227732023fa224d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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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信用评级及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和评估，评估结果为风险适中。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年 3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31,172.61 735,991.96 

负债总额 253,745.80 335,841.34 

资产净额 377,426.81 400,15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452.29 -2,489.99 

    公司本次购买信托产品资金为公司自有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

开展以及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需要，本次委托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

一定收益。 

截止 2021 年 3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 3,156,101,636.04 元，本次委托理财资

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1.58%，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购买的信托产品为非保本收益型，按准则规定应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信托产品为房地产开发贷，房地产开发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因

素影响而影响预期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2021 年 6 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关于利用闲

置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表决

结果为：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全票同意通过该项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毕铃具体 

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文本。 

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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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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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理财产品：浙金•汇业

327 号宁波项目 
5,000 5,000  121.10   

2 
信托理财产品：安泉 455 号 5,000 5,000 198.89  

3 
信托理财产品：安泉 505 号 5,000 5,000 405.55  

4 
信托理财产品：尊元 21 号 5,000 5,000 356.87  

5 
信托理财产品：瑞盛 83 号 5,000  209.04 5,000 

6 
信托理财产品：东兴 780 号 5,000  198.96 5,000 

7 
信托理财产品：诚颐 11 号 5,000  41.69 5,000 

8 
信托理财产品：恒祥 107 号 5,000  175.30 5,000 

9 
信托理财产品：山水园 176

号 
5,000  29.05 5,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按余额管理） 110,050  2,636.06 65,000 

合计 155,050 20,000 4,372.51 9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30,05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7.0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6.3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95,000 

总理财额度 205,000 

    注：上述总理财额度包括按余额管理银行理财产品审批的额度 16 亿元，以及按

每个单项信托产品审批的购买金额计入额度 4.5 亿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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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