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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案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

案调整的议案》，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长期看好，为有效控制公司投

资损失及投资风险，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相关项目推进进度的情况下，公司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以增加公司收益。在现有证券投资的基础上，同意在

任一时点用于证券投资的金额合计不得超过1.71亿元人民币，在本额度范围内，

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可循环使用，有效期延长至2020年6月30日。具体内容如下： 

一、调整事项 

公司 2015 年 3 月 10 日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2015 年 3 月 27 日的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

案》：同意公司利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公司 2015

年 6 月 9 日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2015 年 6 月 26 日的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额度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5 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该 5 亿元额度可

循环使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 年内有效。公司 2015 年 10 月 14 日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相关进

展的议案》：同意公司对证券投资业务不做终止，并采取证券投资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

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

案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用于证券投资的金额合计调整为不得超过 1.71 亿元人

民币，该 1.71 亿元额度可循环使用，有效期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在上述议案基础上，本次证券投资方案调整项具体如下： 

1、投资额度：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最高额度继续维持 1.71 亿

元； 

2、投资期限：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二、调整后本次证券投资概述 

1、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相关项目推进进度的情况下，公司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以增加公司收益。本次证券投资额度控制及有效期延

长是为有效控制公司投资损失及投资风险，同时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

长期看好。 

2、投资额度：包括将证券投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在内，在任一时点用

于证券投资的金额合计不得超过 1.71 亿元人民币，在本额度范围内，用于证券

投资的资金可循环使用。 

3、投资方式：投资境内外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以

及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

品，及公司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证券投资项目。 

4、投资期限：有效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投资具体品种的期限由证券投

资领导小组视公司情况而定。 

5、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6、实施主体：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7、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证券投资的内控制度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制度要求进行证券投资操作。公司已制定《风险投

资管理制度》，规范公司证券投资行为，有利于公司防范证券投资风险，保证证

券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有效增值。公司严格执行岗位分离操作制度等。具体如下： 

1、投资管理：1）设立证券投资领导小组和证券投资工作小组；2）证券投

资领导小组组长：董事长，组员：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3）证券投资工作

小组组长：董事会秘书，具体由证券投资部组织实施。 

2、投资流程：董事会秘书领导证券投资部组织专人负责证券投资品种的调



研、洽谈、评估并执行具体操作事宜。 

3、资金管理：公司财务部负责对证券投资保证金进行管理。 

4、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1）公司董事长为证券投资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

围内签署风险投资相关的协议、合同。 

2）公司董事会秘书作为证券投资项目的运作和处置的直接责任人，具体负

责风险投资项目的运作和处置，以及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财务部负责证券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 

4）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对证券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末应

对所有证券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风险投

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当对证券投资进行事前审查，对证券投资项目

的风险、履行的程序、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出具审查意见，并向董事会报告。每个

会计年度末，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应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展情况进行检查，

对于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应当及时报告公司董事会。 

四、证券投资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证券投资的风险 

1、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证券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证券投资的风险控制 

由于证券投资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为防范风险，公司拟通过以下具体措施，

力求将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的同时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 

1、公司以价格低估、未来有良好成长性的公司为主要投资对象。 

2、必要时可以聘请外部具有丰富的证券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为公司证

券投资提供咨询服务，保证公司在证券投资前进行严格、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

策提供合理建议。 

3、采取适当的分散投资决策、控制投资规模等手段来控制投资风险；在我

国资本市场周期性调节阶段，主要以继续持有为投资策略；出于战略目标实现的



考虑，适当进行所持证券的调整。 

4、单只证券投资品种亏损超过投资金额的 30%时，证券投资小组要集体讨

论是否止损；公司证券投资亏损总额超过投资额的 30%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人民币时，证券投资领导小组须提请董事会审议是否继续进行证券投资，并出

具意见。 

5、内部审计部对证券投资要定期及不定期检查，并督促财务部对证券投资

资金运用的活动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相关的财务核算工作。 

6、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有权随时调查跟踪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以此加强对证券投资项目的跟踪管理，控制风险。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议召

开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证券投资活动。 

（三）证券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坚持谨慎投资的原则，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以自有闲置资金适度进行证券投资业务，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证券投资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益，为公司增加投资收

益，并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证

券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等情况。 

五、承诺 

公司进行此项证券投资期间不属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

间；不属于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属于将

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公司承诺进行此项证券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六、本次投资前证券投资历史情况 

1、2015-2018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 2015 至 2018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详见公司 2016 年 4 月 23 日、2017 年 4

月 19 日、2018 年 4 月 24 日、2019 年 4 月 30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巨潮资讯

网的《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16-023）、



《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17-013）、《董事会关于 2017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18-017）、《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

2019-018）。 

2、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证券投资情况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最初投资成本为

2 亿元，累计已转出 2,900 万元，最初投资成本调整为 1.71 亿元，2019 年期初账

面值为 8,366.76 万元，期末账面值为 11,090.82 万元，报告期损益为 2,724.06 万

元。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 2019 年度证券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

品种 

股票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票 600030 中信证券 14,489,050.00     905,000.00     905,000.00    22,425,900.00    7,936,85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基金 940018 天天发１  5,285,483.83   5,285,483.83  18,614,504.20    18,614,504.20       59,071.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002715 登云股份  7,486,673.85     452,367.00     452,367.00     8,061,179.94      574,506.0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000066 中国长城  3,318,000.00     700,000.00     700,000.00     7,399,000.00    4,081,0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基金 940037 紫金货币  7,281,564.26   7,281,564.26   7,357,932.38     7,357,932.38       76,368.1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300031 宝通科技  6,277,121.00     475,900.00     475,900.00     7,152,777.00      875,656.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002673 西部证券  4,348,890.00     567,000.00     567,000.00     6,537,510.00    2,188,62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600196 复星医药  4,654,000.00     200,000.00     200,000.00     5,956,000.00    1,302,0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股票 000333 美的集团  4,165,180.00     113,000.00     113,000.00     5,506,490.00    1,341,31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二级市

场购买 



产 

股票 
600804 

 
鹏博士  3,233,800.00     460,000.00     460,000.00     4,871,400.00    1,637,6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其他 / 

报告期持

有、期末

未持有的

证券投资 

             44,201.8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23,127,808.00   2,099,535.00   2,025,035.00    17,025,460.45    7,123,399.13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二级市

场购买 

合计 83,667,570.94  18,539,850.09  31,870,738.58   110,908,153.97   27,240,583.03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七、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方案调整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八、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证券投资额度控制及有效期延长是为有效控制公司投资损失及投资风

险，同时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长期看好。但证券市场受到宏观经济基

本面、货币政策、汇率变化、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变化等多

种因素的影响，公司所持证券投资损益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四）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详细披露报告期内证券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等情况。
	本次证券投资额度控制及有效期延长是为有效控制公司投资损失及投资风险，同时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的长期看好。但证券市场受到宏观经济基本面、货币政策、汇率变化、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司所持证券投资损益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九、备查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