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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4                证券简称：杭州解百              公告编号：2020-047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信托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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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5,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陆家嘴信托·瑞盛 8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预计产品存续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自相应成立日起算。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利用闲置资

金购买信托产品的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文本。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增加收益，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周转所需，并保证资金

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

人民币 5,000 万元暂时闲置自有流动资金向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

家嘴信托”）购买为期 12个月的“陆家嘴信托·瑞盛 8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

产品。 

    （二）资金来源 

    本次购买信托产品的资金为公司暂时闲置自有流动资金。 

（三）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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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家嘴信

托 

信托理财

产品 

陆家嘴信托·瑞盛 83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 7% 350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万元）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2 个月 非保本收 无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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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建立了理财业务的分类、分级审批程序，从决策层面对

理财业务进行把控。公司对理财产品的收益类型、投资类型、银行资质、流动性等

进行尽职调查和评估，选择风险较低的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目前公司理财产品管理主要分为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对于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按年度金额预计后报股东大会审议；对于购买信托理财产品按每个具体产品

报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若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各类理财产品由管理层

在批准并授权的范围内组织实施。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受托人：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委托人：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名称：陆家嘴信托·瑞盛 8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信托理财产品。 

3、购买金额：人民币 5,000万元。 

4、产品期限：预计存续期限不超过 12个月，自相应成立日起算。 

5、预期收益率：产品为非保本收益型，预计收益 7%/年。 

6、履约担保：无。 

7、合同签署日期：尚未签署正式合同。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资金投向为债权类资产，具体产品为“陆家嘴信托·瑞

盛 8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产品。 

（三）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最终使用方相关其他情况 

1、资金最终使用方 

名称：海安市洪恩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恩新农村建投”）。 

资金最终使用的项目：用于向洪恩新农村建投进行债权融资，补充日常公司运

营资金。 

洪恩新农村建投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2019 年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53,726.33 万元，净利润为 3,079.42 万元，总资产为 645,878.46 万元，净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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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607.0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2020 年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13,879.30 万

元，净利润为 795.51万元，总资产为 635,692.09 万元，净资产为 300,402.60 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经营状况：洪恩新农村建投成立于 2013 年 5 月 10 日，是海安地区负责新农村

基础建设投资的综合性经营主体。目前主要负责海安经开区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如

开发区双洋路改造工程、西港路土方工程和城东镇北片万顷良田工程建设项目开发

等项目等。 

股权架构：为江苏腾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向上穿透，海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会计记账中心控股 85.88%。截止本报告日，天眼查和 WIND均查到该企业

的股权出质给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为 65,000万元。 

截至目前，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信息，洪恩新农村

建投无正在进行或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

的信息，亦未发现洪恩新农村建投存在被执行及失信被执行记录。 

2、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 

保证人 1：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安城建集团”） 

保证人 2：海安县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海安经开”） 

主要措施：保证担保 

海安城建集团为洪恩新农村建投还款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海安

经开为洪恩新农村建投还款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3、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资金的最终使用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分析 

针对本次购买信托产品，公司本着严格控制风险的原则，对产品的收益类型、

投资类型、流动性进行了尽职调查和评估，评估结果为风险适中。公司本次运用暂

时闲置自有流动资金购买信托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预计确保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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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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家

嘴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

司 

2003年

11月18

日 

黎作强 400,000 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资金

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

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

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

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并购

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

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

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

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

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

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

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

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

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银监会批复 有效期

限以许可证为准）。 

陆家嘴信托

的控股股东

为上海陆家

嘴金融发展

有限公 司，

持有71.606%

的股权，另两

方为青岛国

信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和

青岛国信发

展（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分 别 持 有

18.282% 和

10.112%的股

权。实际控制

人为上海市

浦东新区国

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 

否 

（二）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

标 

根据陆家嘴信托 2017～2019 年的年报摘要显示，其主要指标：营业收入分别为

12.19亿元、11.37亿元和 14.4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4.96 亿元、4.41 亿元和 6.25

亿元；资产总计分别为 81.09 亿元、90.62 亿元和 97.98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38.42

亿元、48.78 亿元和 55.30 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2020 年二季度营业收入为 10.87亿元，净利润为 6.77亿元，总资产为 97.86亿

元，净资产为 61.97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陆家嘴信托，陆家嘴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理财受托方并非为本次交易专设。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信用评级及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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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评估结果为风险适中。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3月 31日 

资产总额 575,386.68 541,114.94 

负债总额 217,825.19 181,660.05 

资产净额 357,561.49 359,45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572.09 -27,630.75 

    公司本次购买信托产品资金为公司自有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

开展以及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需要，本次委托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

得一定收益。 

    截止 2020年 3月 31日，公司货币资金 2,047,673,195.61 元，本次委托理财资

金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2.44%，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购买的信托产品为非保本收益型，按准则规定应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信托产品为政信信托业务，本信托计划存续期内，国家对基础

设施建设与综合开发等项目的资金投入、政策扶持、金融配套等政策环境可能发生

变化，使得交易对手的经营状况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可能影响本项目信

托财产的收益。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2020 年 8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公司《关于利用闲置

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的议案》，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表决结

果为：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全票同意通过该项议案，授权公司总经理毕铃具体

组织实施并签署相关协议文本。 

根据《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委托理财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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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情况 

单位：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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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托理财产品：安泉 415号 5,000 5,000 367.89  

2 
信托理财产品：融创杭州特

定资产收益权投资集合 
5,000 5,000 203.93  

3 
信托理财产品：浙金•汇业

327号宁波项目 
5,000  412.24 5,000 

4 信托理财产品：安泉 455号 5,000  197.78 5,000 

5 
信托理财产品：恒信共筑

235号 
5,000 5,000 157.64  

6 信托理财产品：安泉 505号 5,000   5,000 

7 信托理财产品：尊元 21号 5,000  13.89 5,000 

8 银行理财产品（按余额管理） 110,125  3,509.33 30,050 

合计 145,125 15,000 4,862.70 50,05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35,05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52.5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0.6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65,05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29,950 

总理财额度 195,000 

注：上述总理财额度包括按余额管理银行理财产品审批的额度 16亿元，以及按

每个单项信托产品审批的购买金额计入额度 3.5 亿元。 

特此公告。 

 

杭州解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