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2019-102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暨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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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31149 期人民币结构性理

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35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鉴于前期决策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事项即将到期，为了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重新审议，同意

公司以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自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2019 年 11月，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检测”）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签

订了《共赢利率结构 30483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购买 8,000 万元结

构性存款，（详见公司公告 2019-095 公司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赎回暨进



 

展公告），该产品于 2019 年 12 月 26 日到期并收到相关收益，本次到期情况如

下： 

购买方 产品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年化收

益率 
投资收益 

苏州检测 

中信理财之共

赢利率结构

30483 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

品（中信银行） 

8,000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19年 11月 22日 2019年 12月 26日 3.40% 253,369.86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而提升公司

的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公司本次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48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

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3.56 元，募集

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98,32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8,396,226.35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9,923,773.65 元。上述资金于 2017 年 8

月 30 日全部到位，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出具苏公 W[2017] B126 号《验资报告》。 

前述募集资金依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存放于董事会批准设立的专项资金

账户集中管理，并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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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银行理财

产品 

中信理

财之共

赢利率

结构

31149期

人民币

结构性

理财产

品 

8,000 3.35% 26.08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35天 
保本浮动

收益 
无 3.35%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已根据相关规定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 

制度，能够有效保证资金安全，控制投资风险。 

投资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实时关注产品运营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主要情况 



 

1、产品名称：共赢利率结构 31149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 

3、产品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购买金额：8,000 万元 

5、投资范围：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方式进行投资运

作。 

6、现金管理期限：35天 

7、产品收益率：年化 3.35%-3.75%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产品为结构性产品，通过结构性利率掉期方式进行投资运作。 

（三）公司所购买理财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要求，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在选择产品时，通过谨慎筛选，选择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

的发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内部审计部门持续跟踪产品购买后的运营情况，及时识

别风险，并进行相应控制措施。 

3、监事会、独立董事根据其职责履行监督、检查工作。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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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987-04-20 李庆萍 4893479.6573 

提供公司及个人银行

服务、从事资金业务，

并提供资产管理、金

融租赁及其他非银行

金融服务 

中国中信

集团有限

公司 

否 

（二）受托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百万元 

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6,066,714 6,461,910 

资产净额 436,661 470,808 

指标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64,854 142,387 

净利润 44,513 40,752 

（三）公司以及苏州检测与中信银行无任何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一年及一期主要资产负债指标如下： 

单位：元 

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59,171,948 981,798,000 

负债总额 249,683,290 239,587,729 

资产净额 709,488,659 742,210,272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到期后取得的收益将计入“投

资收益。 

六、风险提示 

（1）尽管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

险的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

动的影响。 

（2）尽管前述对预计收益有所预测，但不排除受市场环境影响预计收益不

达预期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9月 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鉴于前期决策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事项即将到期，为了提

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权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重新审议，同意

公司以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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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

和资金投入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收益凭证等，有利

于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直接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东吴证券认为： 

1、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 

2、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因此，东吴证券对建研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异议。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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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56,000 48,000 276.37 8,000 



 

合计 56,000 48,000 276.37 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  
11.46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4.2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 

总理财额度 10,000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