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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年第四季度委托理财的汇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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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杭州银行等。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最近 12个月单日最高余额为 107,87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投资于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

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等。 

 委托理财期限：最短期限随时可赎回，最长期限 334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 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的目的。公司日常经营稳健，现金流较为充裕。为实现公司

资金的有效利用，增加资金收益，将部分阶段性闲置资金开展投资理财业务，投

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稳健型理财产品。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本次公司用于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均为闲置自

有资金。 

   （三）2022年第四季度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类

型 

受托方/购买渠

道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万

元） 

产品

期限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资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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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

财产品 

工行陆家嘴支行 
工银理财.天天鑫

22GS5299 
2,00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产品投资范围为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存款类资

产，货币基金、同业拆借、债券回购、债券借贷、存单质押等货币市场工

具类投资品，利率债、同业存单、信用等级在 AA＋及以上的境内债券等具

有良好流动性的资产。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

金 
7,65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理财计划投资于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

资产和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金拆借、逆回

购、银行存款、券商收益凭证等资产，并可投资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

（含不良信贷资产受益权）等其他金融资产。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NHZ01597 
50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产品本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权益、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银行“添利

宝”结构性存款产

品

（TLBB20226189） 

2,000.00 42 天 
1.5%-

2.95% 

本产品本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衍生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信用、商品、外汇、利率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 

券商理

财产品 

广发证券（香

港） 
银行存款证 736.49 

190

天、

334

天 

5.10%、

5.41% 
美元定期存款、现金、优质票据 

公募基

金产品 

天天基金网 
诺安聚鑫宝

C001669 
9800 

随时

可赎

回 

 

1、现金; 2、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

票据、同业存单; 3、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 4、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

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天天基金网 
国富中证 500 指数

增强（LOF）C 
8.3334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股指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

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果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金

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但须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天天基金网 
华夏沪深 300 指数

增强 A 
16.6667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债券(含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国

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基金的,本

基金将按照届时的相关规定设置投资比例限制并制定相应投资策略,在不改

变基金投资目标、不改变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条件下,适度参与其他基金的

投资,不需召开持有人大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

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建信中证 1000 指

数增强 A 
6.6667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存托凭证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

可交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货

币市场工具(含同业存单)、银行存款、债券回购、权证、股指期货、资产

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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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可根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天天基金网 
申万菱信沪深 300

指数增强 A 
16.6666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存托凭证、债券、权证、股指期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

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申万菱信中证 500

指数优选增强 A 
8.3333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存托凭

证)、权证、股指期货、债券(含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次级债、企业

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可转债及分离交易

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地方政府债等)、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

款、同业存单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及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可以参

与融资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

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兴全沪深 300 指数

（LOF）A 
33.3333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

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债券、权证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本基金投资

的其它金融工具。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

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招商中证 1000 指

数增强 A 
1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和存托凭证(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

的股票和存托凭证)、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可转债(含可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可交换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等)、债券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资产支持

证券、权证、股指期货、国债期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

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本基金可以参与融资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

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

范围。 

天天基金网 
易方达中债 1-3年

国开债 A 
25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政策性金融债、债券回购、银行存款。本基金不参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

投资,同时本基金不投资于除政策性金融债以外的债券资产。 如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

围。 

天天基金网 兴全稳泰债券 A 2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融债、

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资

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

款(包括协议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法律法规

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

定)。 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也不投资于可转换债券(可分离交易可

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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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基金网 
交银裕隆纯债债券

A 
1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

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债券回购、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以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本基金不投资于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投资于可转换

债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的纯债部分除外)、可交换债券。 

天天基金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

债券 AB 
15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债券、股票(含存托凭证)、权证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企业债、

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

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证券品种。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投资比例将遵从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 

天天基金网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A 
15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具有良好流动性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

地方政府债、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

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含存托凭证)和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以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

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A 
2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

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可转债,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金融工具。本基金可以通过参与新股、存托凭证首发等低风险的投资方式

来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天天基金网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

AB 
2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国家债券、金融债券、次级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企业债券、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质押及买

断式回购、协议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

(含分离交易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证券公司发行的短期公司债券等

固定收益证券品种,本基金同时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中小

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权证等权

益类品种,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需符合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

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富国信用债债券

AB 
2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国家债券、金融债券、次级债券、中央银行票据、企业债券、中小企业私

募债券、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质押及买断式回购、协议存

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的纯债部分等金融

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固定收益证券品种(但

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参与一级市场的新股申购或增

发新股,也不可以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产。 如法律

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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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基金网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

A 
10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

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含可分离债券)、金融债、央行票

据、国债、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券和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一级

市场新股申购和增发新股、二级市场股票、权证和存托凭证等权益类资产,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

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青岛意才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 

鹏华安盈宝货币市

场基金 
200 

随时

可赎

回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

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以及中

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未

来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货币市场工具的,在不

改变基金投资目标、不改变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条件下,本基金可参与投

资,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具体投资比例限制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其他产品,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的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天天基金网 
招商招利招商招利

宝货币 B宝货币 B 
1.49 

随时

可赎

回 

 

(1)现金; (2)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

票据、同业存单; (3)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 (4)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

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货币市场

基金投资其他货币市场工具的,在不改变基金投资目标、不改变基金风险收

益特征的条件下,在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参与其他货币市

场工具的投资。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

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博时基金（国

际）有限公司 

Bosera USD Money 

Market Fund-

Class I 

2614.67 

随时

可赎

回 

5% 美元定期存款、现金、优质票据 

私募基

金产品 

北京睿凝私募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睿凝建隆量化中性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 

500 

半年

后随

时可

赎回 

 

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包括新股申购、主板、中小板、创业板、

科创板)、 新三板精选层、深港通、沪港通、金融期货、商品期货、场内

期权(含 ETF 期权)、以金融 机构及其子公司为交易对手方的场外期权、

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债券(含国债、地方政 府债、央票、政策银行

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换债券等)、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 据、

债券回购、开放式基金以及封闭式基金(含 ETF基金和 LOF 基金，但只可进

行 ETF 和 LOF 的场内买卖，不可以进行场外申购、赎回等套利交易)、融

资融券、转融通证券出 借交易、货币市场基金、银行存款、在基金业协会

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并由托管机构 托管的契约型私募基金以及海通

证券 OTC 发行的收益凭证等投资种类。 

上海子午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子午增强五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497 

半年

后随

时可

赎回 

 

沪深交易所发行上市的股票（包含新股申购）、融资融券交易、转融通证

券出借交易（即本基金将其持有的证券作为融券标的证券出借给证券金融

公司）、现金、银行存款（仅包括定期存款、活期存款）[h1] 、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上市的股指期货、沪深交易所或银行间市场发行交易的资产

支持证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上市型

开放式基金（LOF）、货币市场基金、国债、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可转换

债券（包括但不限于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公司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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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条款（单位：人民币元） 

产品类型 发行主体/购买渠道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始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预期收益金额（如有） 

银行理财产

品 

工行陆家嘴支行 工银理财.天天鑫 22GS5299 2,005,400.00 2022-11-03 2022-11-29   

工行陆家嘴支行 工银理财.天天鑫 22GS5299 6,994,600.00 2022-11-03 可随时赎回   

工行陆家嘴支行 工银理财.天天鑫 22GS5299 11,000,000.00 2022-11-10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12,000,000.00 2022-10-11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2,000,000.00 2022-11-08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3,000,000.00 2022-11-08 2022-11-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7,000,000.00 2022-12-22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5,000,000.00 2022-12-27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3,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结构性存款 NHZ01597 5,000,000.00 2022-12-09 2023-01-0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5,000,000.00 2022-12-27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5,000,000.00 2022-12-28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5,000,000.00 2022-10-19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1,000,000.00 2022-10-19 2022-10-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2,000,000.00 2022-10-19 2022-11-2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2,000,000.00 2022-10-19 2022-12-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4,500,000.00 2022-10-31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6,000,000.00 2022-12-22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2,000,000.00 2022-10-11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3,000,000.00 2022-10-31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2,000,000.00 2022-11-07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3,000,000.00 2022-12-20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1,000,000.00 2022-10-26 可随时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步步生金 8699 3,000,000.00 2022-11-24 可随时赎回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

（TLBB20226189） 

20,000,000.00 2022-12-21 2023-02-01 1.5%-2.95%  

广发证券（香港） 银行存款证 3,979,502.17 2022-11-30 2023-10-30 5.41%  

广发证券（香港） 银行存款证 3,385,360.69 2022-12-05 2023-06-13 5.10%  

公募基金产

品 

天天基金网 诺安聚鑫宝 C001669 98,000,000.00 2022-12-27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国富中证 500指数增强（LOF）C 83,334.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华夏沪深 300指数增强 A 166,667.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建信中证 1000指数增强 A 66,667.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申万菱信沪深 300指数增强 A 166,666.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申万菱信中证 500指数优选增强 A 83,333.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兴全沪深 300指数（LOF）A 333,333.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天基金网 招商中证 1000指数增强 A 100,000.00 2022-11-1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易方达中债 1-3年国开债 A 25,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兴全稳泰债券 A 20,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交银裕隆纯债债券 A 10,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国投瑞银优化增强债券 AB 15,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工银四季收益债券 A 15,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 A 2,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富国稳健增强债券 AB 20,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富国信用债债券 AB 20,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 A 10,000,000.00 2022-12-29 可随时赎回   

青岛意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鹏华安盈宝货币市场基金 2,000,000.00 2022-12-19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招商招利宝货币 B 4,645.57 2022-10-31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招商招利宝货币 B 4,442.49 2022-11-30 可随时赎回   

天天基金网 招商招利宝货币 B 5,849.15 2022-12-30 可随时赎回   

 博时基金（国际）有限公司 

Bosera USD Money Market Fund-

Class I 

26,146,666.62 2022-10-31 可随时赎回 5%  

私募基金产

品 

北京睿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睿凝建隆量化中性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 

5,000,000.00 2022-11-24 半年后可随时赎回   

上海子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子午增强五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970,000.00 2022-12-07 半年后可随时赎回   

（二）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与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建立了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

行为，确保理财资金安全。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门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

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如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项目（单位：人民币元） 2022 年三季度（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10,750,282.42 13,004,578,298.67 

负债总额 5,081,020,253.84 5,530,117,08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14,430,773.98 6,811,761,050.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650,102.97 1,138,192,779.96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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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发展。通过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均为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强的理

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公司投资的委托理财产品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五、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0年 4月 10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2020年 5

月 15日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2022三年

投资理财总体规划的议案》。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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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类理财产品 40,446.49 86,170.34 264.79 33,146.15 

2 公募基金产品 26,416.16  - 26,416.16 

3 私募基金产品 997.00  - 997.00 

4 券商理财产品 - 1,000.00 45.00 - 

5 信托理财产品 - 46,200.00 1129.18  

合计 67,859.65 133,370.34 1,438.97 60,559.31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07,87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5.84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3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0,559.31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39,440.69 

总理财额度 300,000.00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