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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11月17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年12月5日

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投资产品，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1月18日及2017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4号）、《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05号）及《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7-013号）。 

截至本公告日，在以上决议授权范围内，公司已根据经营情况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2017年12月

23日、2017年12月28日、2018年3月1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16日、

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6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9月12日、2018年10月

10日、2018年10月11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11月16日及2018年11月30日在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7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9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号）、《关于使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4号）、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36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40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部分赎回

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5号）、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75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并继续购

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6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7号）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

088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并继续购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6号）、《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

赎回并继续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7号）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9号）其中部分现

金管理已经到期，现就相关事项的最新进展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化

收益率 

是否到 

期赎回 

投资收益

（万元） 

顺德农商

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情

回报2号18063期机构

版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6月15日至 

2018年11月30日 
4.10% 是 94.36 

备注：“顺德农商行”即“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二、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理财投资期 

预期净年 

化收益率 

是否到

期赎回 

1 
顺德农 

商银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情回

报2号17431期机构版 
2,700 

保本 

理财 

2017年12月21日 

至2018年3月26日 
4.50% 是 



2 中行湖南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0 1,700 
保本 

理财 

2017年12月22日 

至2018年3月23日 
3.70% 是 

3 
农行顺德新民支

行 

“汇利丰”2017年第

4889期对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5,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7年12月28日至 

2018年02月26日 

4.00%/年或

1.50%/年 
是 

4 
农行顺德新民支

行 

“汇利丰”2018年第

4328期对公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5,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3月1日至 

2018年5月30日 

4.00%/年或

1.50%/年 
是 

5 顺德农商银行 

顺德农商银行精英理财

系列之真情回报2号

18030期人民币理财计划 

2,0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4月2日至 

2018年5月7日 
4.00% 是 

6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1,5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5月22日至 

2018年6月18日 
3.90%-4.10% 是 

7 中行湖南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0 1,700 保本理财 
2018年4月2日至 

2018年7月2日 
3.80% 是 

8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6月19日至 

2018年7月16日 
3.80%-4.00% 是 

9 顺德农商行 
精英理财系列之真情回

报2号18063期机构版 
5,0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6月15日至 

2018年11月30日 
4.10% 是 

10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8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6月19日至 

2018年7月16日 
3.90%-4.10% 是 

11 中行湖南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0 1,800 保本理财 
2018年7月4日至 

2018年10月8日 
3.30% 是 

12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7月18日至 

2018年8月14日 
3.80%-4.00% 是 

13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8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7月18日至 

2018年8月14日 
3.90%-4.10% 是 

14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8月15日至 

2018年9月11日 
3.80%-4.00% 是 

15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4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8月15日至 

2018年9月11日 
3.90%-4.10% 是 

16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9月12日至 

2018年10月9日 
3.80%-4.00% 是 



17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2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9月12日至 

2018年10月9日 
3.90%-4.10% 是 

18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10月10日至 

2018年11月6日 
3.80%-4.00% 是 

19 中行湖南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1 1,800 保本理财 
2018年10月10日至

2018年11月14日 
3.00% 是 

20 顺德农商行 
同享丰盛28天开放式B机

构版 
600 

保本浮 

动收益 

2018年11月7日至 

2018年12月4日 
3.80%-4.00% 否 

21 中行湖南省分行 人民币按期开放T+1 1,800 保本理财 
2018年11月15日至

2018年11月29日 
1.90% 是 

 

备注：“顺德农商行”即“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中行湖南省分行”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的简称； 

“农行顺德新民支行”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新民支行”的简称。 

截至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

6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顺德农商银行自助业务回单 

特此公告。 

 

 

广东海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3日 


	备注：“顺德农商行”即“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
	二、截止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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