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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

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含 10 亿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与宁波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

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

与平安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平

安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

人民币 0.6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与锦州银

行签署了保本理财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2.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锦州银行保

本理财产品。公司与招商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1 亿元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与江苏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

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0.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江苏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

与民生银行签署了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使用人民币 0.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与包商银行签订“账户盈 C”产品协议，使用人民

币 1.5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包商银行“账户盈 C”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产品 1：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投资期限 113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3 

投资到期日 2019.09.03 

投资总额 10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5%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1亿元购买宁波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89%。 

 

产品 2：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投资期限 112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4 

投资到期日 2019.09.03 

投资总额 10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25%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产品收益挂钩标的 国际市场美元 3 个月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表现挂钩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1亿元购买平安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89%。 

 

产品 3：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性存款 



产品投资期限 114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3 

投资到期日 2019.09.04 

投资总额 6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35%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产品收益挂钩标的 人民币 6 个月 SHIBOR 值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0.6 亿元购买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14%。 

 

产品 4：保本理财 

产品名称 锦州银行“7777 理财”创赢对公 452 期 

产品投资期限 203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4 

投资到期日 2019.12.03 

投资总额 25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4.3%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2.5 亿元购买锦州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4.73%。 

 

产品 5：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投资期限 92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5 

投资到期日 2019.08.15 

投资总额 10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4%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产品收益挂钩标的 
挂钩黄金价格水平为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每天下午发

布的黄金价格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1亿元购买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89%。 

 

产品 6：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江苏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投资期限 113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3 

投资到期日 2019.09.03 

投资总额 5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45%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0.5 亿元购买江苏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95%。 

 

产品 7：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产品投资期限 41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4 

投资到期日 2019.06.24 

投资总额 3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55%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产品收益挂钩标的 USD3M-LIBOR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0.3 亿元购买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0.57%。 

 

产品 8：账户盈 C 

产品名称 包商银行账户盈 C 

产品投资期限 203 天 

产品收益类型 保本型 

内部风险评级 低风险 

投资起息日 2019.05.14 

投资到期日 2019.12.03 

投资总额 150,000,000.00 元 

预期收益率 3.0% 

资金来源 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产品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 1.5 亿元购买包商银行账户盈 C 产品，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84%。 

 

二、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进行的，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投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

水平，为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告日前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且尚未到期的余额共计

180,500 万元（含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 84,0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34.18%。其中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余额

为 99,000 万元，以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余额为 81,500万元。前述

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2、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3、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4、公司与锦州银行签订的保本理财产品协议； 

5、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6、公司与江苏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7、公司与民生银行签订的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 

8、公司与包商银行签订的账户盈 C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