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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8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2019-041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购买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理财产品的基本情

况

（一）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会议，同意授权决策委员会在不超过 10亿

元的额度内，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资金来源为闲置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亿元），理财机构包括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或其他非

关联方（以下简称本事项）。

（二）鉴于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

信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 20.56%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

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十八次会议，在关

联董事毛长青、张坚、田冰川和林响回避表决的前提下，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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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就本

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四）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事项有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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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本事项的投票权。

（五）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庆萍

工商注册号 91110000101690725E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主要办公场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9号

成立日期 1987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 4,893,479.6573万元

经营范围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有效期至2020年09月09日）；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

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

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

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结汇、售汇业务；代理开放式基金

业务；办理黄金业务；黄金进出口；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企业

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业务；经国务

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

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65.37%股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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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164,854 156,708 153,844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44,513 42,566 41,629

归属于本行股东权益 436,661 399,638 379,224

（二）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云亭

工商注册号 91110000717834635Q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B座2楼

主要办公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中信证券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成立日期
2012年 11月 19日

注册资本 475,134.75万元

经营范围

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

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

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委托投资；承

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

外）；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和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保

险兼业代理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财务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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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42.9352%股份。

中信财务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98,272.54 68,906.68 51,686.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010.66 37,723.37 33,507.1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44,619.49 421,875.15 399,722.87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工商注册号 914403001017814402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主要办公场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中信证券大厦

成立日期
1995年 10月 25日

注册资本 1,211,690.84万元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

县以外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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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代销金融产品；股票期权做市。

股权结构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16.50%股份。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3,722,070.81 4,329,163.41 3,800,16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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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8,989.60 1,143,326.45 1,036,516.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5,314,076.92 14,979,904.61 14,269,594.58

三、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5年 12月 1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了《关于核准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54号），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60,094,674股新股。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2-3号）。根

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6年 1月 8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260,094,674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1.83元，公司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 3,076,919,993.4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人民币 23,505,060.37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53,414,933.05

元（不包括发行申购资金于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

37,020.79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为 34,020.79 万元（含利息收入），

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未到期理财产品余额 3,000.00万元。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公司与股东创造更大的收益。

（二）理财产品品种

理财机构包括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有

限公司等关联方或其他非关联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闲置募集资金应用

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自有资金可用于购买低风险、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三）投资金额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决策委员会不超过 10亿元的购买理财产品额

度，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亿元），

投资金额在上述额度及授权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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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议有效期

本次投资授权期限为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购买单个理财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 12个月，投资资金在上述额度及

授权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五）授权范围

本次对决策委员会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

方，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确定理财金额、期间等。

（六）是否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和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

常进行的措施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

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

运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公司承诺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

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展。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及募集资金项目开展的情况下，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理财产品系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公司与股东

创造更大的收益。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

为，交易价格均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公平、合理确定，不构成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

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此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资金使用效益的提升，对

公司 2019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将会有一定的理财收益风险、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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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流动性风险/赎回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传递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投资

风险，只保障理财资金本金，不保证理财收益，风险程度属于无风险或风险极低。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的要求，开展相关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

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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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

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如

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5、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

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并将与相关业务单位保持紧密联系，跟踪理财资

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108,825,575.04元、在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113,022.19元、在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存款余额为 21,489.62元。

八、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理财产品的事前

认可意见：

1、鉴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财务

有限公司等关联方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信集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我们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表决，董事毛长青、张坚、田冰

川和林响作为关联董事应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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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立董事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理财

产品的独立意见：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已于 2019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田冰川和林响已回避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袁隆平农业高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需在股东大会上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成本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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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

有资金购买关联方及非关联方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宜经过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同时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不存在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履行了

董事会审议程序，关联董事毛长青、张坚、田冰川和林响已回避表决，该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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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事项已事先获得独立董事的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未损害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但以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需发行主体提供保本承诺后方可实施，且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需要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九、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