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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2020-072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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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产品提供方、名称、金额、期限： 

现金管理产品提供方 产品名称 金额（万元） 期限（天）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碚支行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 年第

835 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理

财产品 

3,000 191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碚支行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 年第

839 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理

财产品 

6,000 188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碚支行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年

第 843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

理财产品 

12,000 125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上述

额度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亦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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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期购买理财产品的概况 

（一）目的 

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确保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股东和公司的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近期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于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 年第 835 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

理财产品 

产品提供方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3,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净值型产品，收益率不确定 

产品期限 191 天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产品名称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 年第 839 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

理财产品 

产品提供方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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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为控制风险，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且产品期限不超

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以上投资品种不涉及证券投资。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已经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年第 835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1）产品编号：12020835SFJ 

（2）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3）产品期限：191天 

预计年化收益率 净值型产品，收益率不确定 

产品期限 188 天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产品名称 
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 年第 843 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

理财产品 

产品提供方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碚支行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金额（万元） 12,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净值型产品，收益率不确定 

产品期限 125 天 

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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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风险评级：二级  

（5）产品到期日：2021 年 4月 7日（若本产品提前成立或终止，以实际到

期日为准） 

（6）业绩比较基准：3.6%。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

动，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3.6%（年化），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

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构成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

诺。 

2、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年第 839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1）产品编号：12020839SFJ 

（2）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3）产品期限：188天 

（4）内部风险评级：二级  

（5）产品到期日：2021 年 4 月 26 日（若本产品提前成立或终止，以实际

到期日为准） 

（6）业绩比较基准：3.6%。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

动，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3.6%（年化），该业绩比较基准仅作

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构成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

诺。 

3、江渝财富"天添金”2020年第 843期私募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 

（1）产品编号：12020843SFJ 

（2）产品类型：非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净值型 

（3）产品期限：125天 

（4）内部风险评级：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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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产品到期日：2021 年 3 月 22 日（若本产品提前成立或终止，以实际

到期日为准） 

（6）业绩比较基准：3.65%。本产品为净值型产品，其业绩表现将随市场波

动，具有不确定性。本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为 3.65%（年化），该业绩比较基准仅

作为计算浮动管理费的依据，不构成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对该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

承诺。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所购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 

2、公司财务部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或判断

存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

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理财产品提供方的情况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1077，非专

为本次交易而设立，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9月/2020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84,119.16 216,866.25 

负债总额 58,876.34 85,494.10 

净资产 125,242.82 131,37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5,346.10 1,2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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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能够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公司资金收益，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定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等相关规定，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确认为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进行重新评估，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

收到的对价与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环境、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产品可能因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

政策风险等影响而引起收益波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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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83 — 

2 银行理财产品 500 500 1.41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83.84 —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169.53 — 

5 银行理财产品 4,000 — — 4,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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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 — 3,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 — 6,000 

9 银行理财产品 12,000 — — 12,000 

9 合计 60,500 25,500 437.78 35,000 

1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2,000 

11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9.58 

1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94 

1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5,000 

14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1 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