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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2019-091 

债券代码：113547       债券简称：索发转债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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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46,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E”（定向）2017年第3期 

 委托理财期限：3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2019年12月4日，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6,001.84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公司独立董事、保荐

机构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增加公司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

取更多回报。 

（二）资金来源 

1.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闲置募集资金。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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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索通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53 号）核

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9,450,000 张，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945,000,000 元，期限 6 年，扣除本次发行费用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0,607,246.07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到位，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大信专

审字[2019]第 4-00122 号《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实收情况的验证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募集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1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600kt/a（900kt/a

项目一期）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发

电项目 

207,977.20 46,800.00 

2 

收购重庆锦旗碳

素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及扩建项目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 
2,432.00 2,432.00 

向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增资用于扩建 160kt/a 碳素

项目 

37,762.16 11,468.00 

3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54 室焙烧炉节

能改造项目 
17,747.80 16,2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 17,600.00 

合计 94,500.00 

2019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

币 17,913.0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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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1 

云南索通云铝炭材料有限公司 600kt/a（900kt/a

项目一期）高电流密度节能型炭材料及余热发

电项目 

46,800.00 798.16 

2 

收购重庆锦旗碳

素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及扩建项目 

收购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 
2,432.00 2,432.00 

向重庆锦旗碳素有限公司

增资用于扩建 160kt/a 碳素

项目 

11,468.00 6,751.34 

3 
嘉峪关索通预焙阳极有限公司 54 室焙烧炉节

能改造项目 
16,200.00 7,931.57 

4 补充流动资金 17,600.00 - 

合计 94,500.00 17,913.07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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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临邑支行 

银行理财

产品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 E”（定向）

2017 年第 3 期 

46,000 2.8% 1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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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投资品种，风险可

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

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下： 

1.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合

同，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

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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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由审计部进行日常监督，不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本次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协议方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产品名称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 年第 3 期 

理财金额 46,000 万元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 PR1 

合同签署日 2019 年 12 月 9 日 

产品起息日 2019 年 12 月 9 日 

产品到期日 2020 年 1 月 7 日 

业绩基准 

产品拟投资 0％—80％的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20％—100％

的债权类资产，0％—80％的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按目前各类资产

的市场收益率水平计算，扣除理财产品托管费等费用，若所投资的

资产按时收回全额本金和收益，则客户可获得的业绩基准（R）分档

如下：28 天-62 天 2.8％；63 天-91 天 2.95％；92 天-181 天 3.05％；

182 天-273 天 3.15％。测算收益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需谨慎。客户

适用业绩基准以确认日当天为准。若产品未达到客户业绩基准，工

商银行不收取投资管理费；在达到客户业绩基准的情况下，工商银

行按照说明书约定的业绩基准支付客户收益后，将超过部分作为银

行投资管理费收取。工商银行将根据市场利率变动及资金运作情况

不定期调整各档次业绩基准，并至少于新业绩基准启用前 1 个工作

日公布。 

收益计算方法 
预期收益＝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投资本金以客户的每笔购买为单位，业绩基准为客户购买时适用的



5 

按照实际存续天数确定对应的收益率档。期间如遇工商银行调整业

绩基准，存续份额的业绩基准不变。 

实际存续天数：自客户购买确认日至预约到期日（赎回日）期间的

天数；如客户在募集期内认购本产品份额，则该份额的实际存续天

数自产品成立日（含当日）起开始计算。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委托理财的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

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

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

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三是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信托

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三）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的额度为 46,000 万元，期限为 30 天，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投项目正

常进行。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所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型产品，风险水平低，公司

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已上市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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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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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591,477.63 693,391.93 

负债总额 308,796.06 394,63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4,026.17 248,494.93 

项目 
2018 年度 

（经审计） 

2019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80.39 -42,215.90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67,618.52 万元，本次委托

理财的金额为人民币 46,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68.03%。公司在

确保募投项目正常实施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

形，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建设和主营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五、风险提示 

尽管本次理财产品属于保本型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的实际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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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监事会同意本次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6,001.84 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

的审议程序，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

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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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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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独立董事

一致同意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46,001.84 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型理财产品的事项无异议。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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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 
46,000 - - 46,000 

合计 46,000 - - 4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8.8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6,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84 

总理财额度 46,001.84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