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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 5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随着公司的经营效益

持续提升，现金流不断改善，为能更好利用闲置资金提高收益，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八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效控制投资风

险的前提下，增加 5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包

括关联方理财产品），提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加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概述 

1、投资额度及授权期限 

公司拟增加 5 亿元的自有资金，滚动购买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

年内。 

2、投资品种  

公司拟增加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在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

等机构投资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且单项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

各种存款、理财产品或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投资品种等，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

于质押。 

本次投资资金可用于购买关联方发行的理财产品，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开发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

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资金来源 

上述拟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为公司的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当购买理财产品金额达到披露标准

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授权事宜 

因理财产品的时效性较强，为提高效率，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

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公司对资金的分阶段、

分期使用要求，以及公司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情况，灵活配置闲置自有资金，适

时购买流动性较好、短期的理财产品，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选择

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确定委托理财金额、期间，签署相关合同及协议等。 

5、审议程序 

本事项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计划使用部分闲置自

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人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人介绍 

1.公司名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林 

注册资本：8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本外币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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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并及项目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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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



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张卫东 

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3.公司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胡文勇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

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

的承兑和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借款；总行授权外汇担保；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

买卖；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

务；贵金属买卖业务。 

4.公司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李开贞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

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代理买卖外汇；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

融机构特定业务；办理协议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

服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网上银行业务；从事银团贷款业务；办理小额贷款

业务；办理基金代销业务；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从事同行业折借。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梁世斌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经中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外汇存

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

和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 



6.公司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锦军 

注册资本：243,512 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

托存款业务；银行卡业务；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售汇、国库代理业务；

基金销售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上经营范围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公司名称：国家开发银行 

法定代表人：赵欢 

注册资本： 42,124,836.5382 万元 

经营范围: 吸收对公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委托贷款；依托中

小金融机构发放转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和其他有价证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信用债券；

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信用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办

理结汇、售汇业务；开展自营和代客衍生品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

顾问咨询；海外分支机构在开发银行授权范围内经营当地法律许可的银行业务；

子行（子公司）依法开展投资和投资管理、证券、金融租赁、银行、资产管理等

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公司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田继敏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企业年金

业务、常年财务顾问业务、证券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业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

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



结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

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省分行 

工商银行青海省分行与公司股东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同属

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是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国家开发银行 

为公司股东，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规定，是上市公

司的关联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格尔木市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省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省分行 

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

尔木分行 

青海银行及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均为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规定为上市公司的关联

法人。 

（三）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万元） 

序

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备注 

1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

公司 

1,940,403 1,898,343 305,950 142,062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工商银行 7,975,821.77 95,261.83 196,224.83 94,234.77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 建设银行 10,343,436.19 103,363.41 276,310.97 138,619.22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中国银行 5,305,423.75 236,979.12 162,617.26 219,035.6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5 
邮政银行

青海分行 
3,469,145.29 0 63,758.23 29,377.66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6 青海银行 10,860,604.95 918,359.46 218,502.58 50,339.58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7 国开行 1,650,457,458.01 139,373,538.04 22,289,801.01 11,851,070.80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8 农业银行 9,552,708.34 62,627.07 273,650.85 58,476.77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交易金额 

购买理财产品 

安全性较高、流

动性较好，且单

项产品的投资期

限不超过 12个月

的各种存款、理

财产品或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

投资品种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海省分行、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

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格尔木分行 

5 亿元人民币 

四、前十二个月内已购买且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 5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截止目前，前述 5 亿元自有资金还尚未使用。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增加 5 亿元资金后，全年以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的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 

以公司现有的存量资金状况及合理预计本年度正常经营现金流，认为本年度

购买理财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有利于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

平，保障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八届四次（临时）董事会《关于增加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 

随着公司的经营效益持续提升，现金流不断改善。公司利用闲置资金提高收



益，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增加 5 亿元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包括关联方理财产品），提高公司整体

资金使用效率。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

实施相关事宜。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七、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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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短期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采取措施 

1、公司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

融机构所发行的产品，投资产品则须满足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等特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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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财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