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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77         证券简称：银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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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金汇信

托”)；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信托”)；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光大信托”）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10,000万元；3,000万元；19,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浙金·汇业497号融创天津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爱建共赢·蓝光正黄嘉兴秀水新区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光信·光乾·恒悦增

益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12个月,448天；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银都股份”）于2021年04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1年05月1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同意在不超

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财务部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中低风险现金管理等相关事宜，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

实施协议或者合同等文件。授权期限为自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

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0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银都股份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 

一、 前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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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财产品已于2021年04月29日、2021年05月11日、2021年05月19日赎回，

公司收到本金合计25,000万元，收到理财收益合计1,837.44万元，与预期收益

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 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

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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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金来源：本次委托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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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

构

化 

安

排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计

收益 

（如

有） 

是否

构成 

关联

交易 

序

号 

受托

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日 

赎回情况 

本金 

（万元） 

收益 

（万元） 

1 
民生

信托 

至信 800

号恒大优

选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信托理

财产品 
5,000 2020-4-29 2021-4-29 2021-4-29 5,000  430.00  

2 
民生

信托 

至信 1060

号敏捷建

筑贷款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 

信托理

财产品 
10,000 2020-7-21 2021-7-21 2021-5-11 10,000  686.00  

3 
民生

信托 

至信 1060

号敏捷建

筑贷款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 

信托理

财产品 
10,000 2020-7-21 2022-1-21 2021-5-19 10,000  7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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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金

汇信托 

信托

理财

产品 

浙金·汇

业 497

号融创

天津项

目集合

资金信

托计划

信托合

同 

10,000 6.90% 690 
12 个

月 

不承

诺保

本和

最低

收益 

无 无 无 否 

爱建信

托 

信托

理财

产品 

爱建共

赢·蓝光

正黄嘉

兴秀水

新区项

目集合

资金信

托计划 

3,000 7.90% 290.89 
448

天 

不承

诺保

本和

最低

收益 

无 无 无 否 

光大兴

陇信托 

信托

理财

产品 

光信·光

乾·恒悦

增益 1

号集合

资金信

托计 

划 

19,000 8.00% 1,520 
12 个

月 

不承

诺保

本和

最低

收益 

无 无 无 否 

注：以上爱建共赢·蓝光正黄嘉兴秀水新区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光信·光乾·恒悦

增益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存在超额收益，最终收益以赎回时实际情况为准。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投资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

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对于房地产信托类理财产品，公司综合考虑项目实施地点、

产品期限、回收风险、收益率等因素，严格筛选具有稀缺性，提供担保、提供不

动产抵押且抵押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强的项目。在上述投资理财产品期间内，

公司财务部将与受托人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理财产品的进展情

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三、 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公司于 2021年 04月 14日共出资 10,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浙商金汇信

托“浙金·汇业 497 号融创天津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期限 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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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期限为 24个月，本公司预计满 12个月时提前赎回），预期年化收益率

6.9%。 

1、信托规模 

本信托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 15亿元。 

2、信托期限 

本期信托期限 24个月。 

3、交易各方 

借款人/抵押人：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截止 2020年末，项目公司总资产 146.37 亿元，主要为存货占比较大，余

额为 141.76 亿元，为星耀五洲项目的土地和开发成本。 

 

保证方：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全称 天津星耀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7-08-23 

注册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工业园 

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2666107701R 

注册资本 465300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4653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斯恒 机构代码证号 三证合一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销售；对房地产项目进行投资；综合性体育场馆的建设、经营； 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承办会议及商品展览展示活动；房地产经

纪；商业招商咨询服务；高乐夫训练场（练习场）、游艇俱乐部、船坞、室内滑

雪场、水上乐园、水旅馆的经营；体育器材及用品、工艺美术品、服装服饰的批

发兼零售；房屋租赁；场地及体育用品、船坞、滑雪器材租用；体育赛事活动策

划与广告服务；游艇装配、维修、保养；餐饮、住宿（限分支经营）   (国家有专营专

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以上范围涉及行业审批的,以许 

可证的经营范围及有效期为准。 

名称 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与交易对手关系 实际控制股东 

注册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区七支

路 8号 506-507室 
实际经营地 

天津市西青区经济开发区七

支路 8号 506-507室 

注册资金 150亿 实收资本 150亿 

成立时间 2003年 1月 31日 实际经营起始时间 2003年 1月 31日 

法定代表人 汪孟德 实际控制人 孙宏斌 

营业执照有

效期 
长期 股东背景 民营 

所属行业 房地产 经营规模（国标） 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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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运用 

信托资金中拟用于向项目公司发放信托贷款，资金用于天津融创星耀五洲项

目 18#、19-b#地块的开发建设。 

5、计息方式 

各期信托贷款发放后先收取部分利息，其余按自然季度末月 25 日付息，到期

还本，最后一期利随本清。 

6、担保方式 

保证担保，土地抵押。 

7.信保基金 

由交易对手按规定支付。 

8、增信措施 

土地抵押：信托贷款发放前，天津星耀以其持有的天津市津南区星耀五洲 

18-a#地块在建工程、18-b#、18-c#、18-d#、19-b#、29#土地使用权为信托计

划本息提供抵押担保（以实际办理抵押登记为准），初始抵押率不超过 60 。 

交易合同签署完毕后，可申请分期进行上线募集，根据抵押办理进度，发

放贷款金额不超过办理抵押登记抵押物评估价值的 60 。 

不对外质押承诺函：抵押人融创方股东融创华北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不

对外质押抵押人股权的承诺函。 

保证担保：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信托计划本息提供 100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贷款资金监管：项目公司接收信托贷款的账户接受浙金信托监管，信托贷

款仅可用于项目开发建设，并于每笔贷款使用后 1个月内提供相应划款凭证。 

抵押物管控：若抵押物因预售等情况申请解押/出具同意预售函且无法满足

动态抵押率不高于 60 的要求，则在浙金信托配合解押抵押物或出具同意预售

函件前，项目公司可选择如下三个方案之一来满足管控要求： 

①在贷款监管户内存入保证金，确保动态抵押率不高于 60 ； 

②补充信托公司认可的新抵押物，并办理完成抵押物的不动产登记手续并

确保动态抵押率不高于 60 ； 

③落实抵押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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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保证金归集：各期信托到期前 5天，融资方应向信托专户内归集还款

保证金，归集比例为该笔贷款本金余额的 100 ，归集的资金可用于提前还款。 

9、资金运用的真实性、合理性 

目前四证齐全、具备合规要件，尚未竣工，用款项目预计 2022年 7月竣工。 

10、还款来源 

项目公司还本付息，第一还款来源为用款项目销售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

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履行、抵押地块项目销售收入及抵押物处置变现收入。 

（二）公司于 2021年 05月 14日共出资 3,000万元人民币购买爱建信托 

“爱建共赢·蓝光正黄嘉兴秀水新区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期限 448天，预

期年化收益率 7.9%+超额收益 50%。 

1、信托计划概述 

本信托计划规模信托总规模不超过 35,000 万元，为投资类，用作夹层股权

投资用于认购有限合伙优先级 LP 份额。 

有限合伙总规模为 70,000 万元，其中优先级 LP 规模不超过 35,000 万元，

由信托向合规投资者募集；劣后级为 35,000 万元，由蓝光发展指定关联方、蓝

光发展和正黄集团的合资公司按照比例认缴（在任一时点优先级 LP:劣后级 LP

不超过 1:1）。 

有限合伙 70,000 万元用于受让蓝光方持有的无锡逸垚 99%的股权及对应股

东借款，无锡逸垚持有项目公司 100%股权，及用于项目的开发建设。 

2、交易对手情况 

（1）实际控制人：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证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7092429550 

注册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高新区(西区)西芯大道 9 号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所属行业 房地产 

注册资本 301251.604 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 43900 万元人民币 

法人代表 迟峰 成立时间 1993/05/18 

证券类别 上交所 A 股 房地产开发资质 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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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及 2020 年 6 月末，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 9,524,473.71 万元、

15,088,067.96 万元、20,189,031.54 万元和 22,799,485.11 万元。最近三年及

2020年 6月末，公司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9.48%、90.11%、90.72%

和 91.74%。 

（2）劣后级 LP1:蓝光正黄合资公司 

证照信息 

营业执照编号 915109037566009546 机构代码证 915109037566009546 

贷款卡号 5111010000091336 税务登记证 915109037566009546 

注册地址 
遂宁市滨江路博源红

光农贸超市三楼 
营业地址 

四川、浙江、江苏、广东

等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房地产开发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元整 实收资本 人民币伍亿元整 

法人代表 黄良 成立时间 2003 年 11 月 21 日 

企业规模 小型企业 
房地产开发资

质 
贰级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

元） 
占比% 

黄良 货币、实物 35500 71% 

余佳琼 货币、实物 14500 29% 

合计 货币、实物 50000 1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243,720.45 万元，总负债

1,013,378.29 万元，净资产 230,342.15 万元。2019 年度营业收入 358,442.35

万元，净利润 46,546.88 万元。 

（3）劣后级 LP2:上海浦励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浦励是蓝光体系内的一家合伙企业，由蓝光体系内的公司作为单一 LP

的合伙企业。 

证照信

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5MA1FWHTAXL 

注册地址 上海市长宁愚园路 753 号 2 幢 5v-5389 室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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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02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赢拓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0/04/30 

企业规模 / 

房地产开发资

质 

无 

资本构

成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

元） 

占比% 

江阴银蓝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货币 30000 99.3377% 

南通蓝光和骏置业有限

公司 

货币 100 0.3311% 

上海赢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00 0.3311% 

合计 - 30200 100% 

（4）GP2: 苏州光瑞置业有限公司（蓝光方委派） 

证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6MA2538521F 

注册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财智商务广场 5 幢 707 号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法人代表 余凌志 成立时间 2021 年 1 月 21

日 
企业规模 / 房地产开发资

质 

暂定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

元） 

占比% 

苏州衍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货币 1020 51% 

嘉兴同瑞置业有限公司 货币 980 49% 

合计 - 2000 100% 

（5）SPV公司：无锡逸垚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证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92MA21K85N2T 

注册地址 无锡经济开发区金融已结 15-200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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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法人代表 孙科 成立时间 2020/05/26 

企业规模 / 房地产开发资质 无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无锡蓝光和骏置业有限

公司 

货币 2000 100% 

合计 - 2000 100% 

3、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秀水新区油车港板块，油车港目前处于开发初期，靠近市区部分发

展较快，北部及东部待开发。地块出让金总价 61,300 万元，楼面价 8180 元/平米，

位于嘉兴市秀洲区秀水新区，地块总用地面积 51 亩，居住用地，容积率 2.2，计

容建筑面积不超过 74943 平米，物业类型为高层和洋房，无偿移交人才房 1000

平米。此地块，蓝光发展将和正黄集团一起合作开发，蓝光持股 51%，正黄 49%，

由蓝光操盘和并表。 

   建设项目公司：嘉兴筑垣置业有限公司 

证照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11MA2JFR6K5J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镇东方北路 1282 号-1 

单位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注册资本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2 亿元整 

法人代表 余凌志 成立时间 2021年 1月 4日 

企业规模 / 房地产开发资质 暂定 

资本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无锡逸垚房地产有限责

任公司 

货币 20000 100% 

合计 - 20000 100% 

项目货值情况：根据相关定价逻辑，估算本项目货值约 12.8亿元。 

4、其他事项 

（1）投资收益来源：项目销售回款；转让优先级 LP份额/SPV股权/项目公

司股权，以实现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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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出方式：项目的销售回款形成的现金流偿还股东借款及分红；优先

LP份额/SPV股权/项目公司股权转让退出。 

（3）有限合伙收益分配顺序：<1>GP管理费等税费；<2>优先级的基准收益；

<3>优先级的本金；<4>劣后级的基准收益；<5>劣后级的本金；<6>超额收益。 

（三）公司于 2021年 05月 20日出资 19,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光大信托“光

信·光乾·恒悦增益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期限 12个月（信托期限为 24

个月，本公司预计满 12个月时提前赎回），预期年化收益率 8.0%+超额收益 100%。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1）信托计划类型：投资类 

（2）信托计划规模：信托计划总规模不超过 3.4亿元（首期投放 2.6亿元，

剩余 0.8 亿元达到以下条件时投放） 

（3）信托计划期限：不超过 24 个月，满 12 个月可视项目运行情况退出合

作。 

（4）投资回报率：本项目为纯股权投资项目，无固定融资成本。 

（5）资金用途：信托资金用于认购有限合伙 LP份额，有限合伙将全部信托

资金用于向江阴恒悦置业有限公司增资。 

（6）信托退出方式 

本项目为股权投资，投资到期，项目公司股东恒大南京可优先受让合伙企业

所持项目公司股权。对项目开发进度、销售进度、资金缺口补足、开发成本、土

地滞纳金缴纳及投资期去化率等进行对赌，若触发对赌情形，由恒大南京回购有

限合伙所持项目公司全部股权。  

（6）还款来源  

第一还款来源为项目销售收入，第二还款来源为标的公司股权及资产的处置

所得。 

2、信托运行情况 

（1）信托资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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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资金用于认购有限合伙 LP 份额，有限合伙将全部信托资金用于向江阴

恒悦进行增资。其中 1.8亿元进入项目公司注册资本，有限合伙占股 90%，剩余

资金进入项目公司资本公积金。剩余 0.8亿元达到以下条件时投放：<1>项目已

取得预售许可证；<2>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有限合伙委派人员，有限合伙

在项目公司董事会席位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且办理完工商变更手续；<3>经

光大信托审批同意。 

（2）风控措施简述  

恒大南京与有限合伙针对开发进度、销售回款、建设资金缺口补足、开发成

本、土地滞纳金缴纳及投资期去化率等进行对赌。由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为恒

大南京的上述对赌回购义务提供保证担保。 

（3）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江阴恒悦  

公司名称： 江阴恒悦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 07月 28日 

注册资本 2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祝肖 

住所 江阴市文化南路 19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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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

目：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长期  

房地产开发资质 贰级，证书编号：无锡 KF14556，到期日 2021年 10月 12日。 

对赌方-恒大南京 

公司名称： 恒大地产集团南京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01月 11日 

注册资本 229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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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贺永兴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8号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服务；室内装修；制冷空

调设备安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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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房地产开发资质 无  

截止 2020年 12 月，公司总资产约 190 亿元，主要为非流动性资产，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约 188.00 亿元；负债方面，主要为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约 182 亿元

（主要为应付往来款）、无长期借款。 

保证人-恒大地产 

（4）项目情况-江阴悦澜湾 

项目区位：恒大悦澜湾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四至:东至文化路、南至水

华路、西至新丰河、北至水秀路；项目毗邻常合高速公路等区域主干道以及海港

大道、江阴大道等城市大动脉；周边配套较齐全，有江阴市月城医院等医疗配套，

有月城小学、月城中学等教育配套；有双泾水利风景区、月城民生公园等。 

项目现状：目前项目已完成清表，售楼处在建设中。 

企业全称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231245152Y  

成立时间  1996年 6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  柯鹏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 126号卓越后海金融中心 2801房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93,979.6387万 

元  

实收资本  人民币 393,979.6387 万 

元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咨询服务; 室内装饰、设计; 制冷、空调设备

制造;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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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资质证书  建开企[2015]460号，壹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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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测算：本项目可售的地上建筑业态包含住宅，销售均价预计为 9000

元/㎡；商业，销售均价预计为 10000元/㎡。根据测算，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约

21.8亿元。 

四、 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浙商金汇信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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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金

汇信托

股份有  

限公司  

 

2011年 6月 余艳梅 1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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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

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依法需

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浙江东方金 融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 78%，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7.5%， 传化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4.5% 

否 

浙商金汇信托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 年资产总额

269,315.53万元，资产净额 228,201.10万元，营业净收入 50,962.68 万元，净

利润 10,648.18 万元。 

2021年第一季度资产总额 266,152.46万元，资产净额 235,273.63 万元，营

业净收入 17,764.48 万元，净利润 7,128.3 万元。 

浙商金汇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

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二)受托方爱建信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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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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爱

建信托

有限责

任公司 

1986-08-01 徐众华 460,268.4564 
信托

业务 

主要股东：上海爱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爱建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爱建进出口有限公

司 

否 

爱建信托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20年资产总额 105.84亿元，

资产净额 83.08亿元，营业收入 23.82亿元，净利润 12.11亿元。 

2021年第一季度资产总额 102.34亿元，资产净额 76.59亿元，营业收入 6.92

亿元，净利润 3.51 亿元。 

爱建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

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三）受托方光大信托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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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兴

陇信托

有限责

任公司 

2002.08.05 冯翔 841,819.05 信托业务 

主要股东： 中国光大

集团，甘肃省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甘肃省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中国光

大集团 

否 

光大信托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2020年资产总额 180.81亿元，资产净

额 146.68 亿元，营业收入 56.3亿元，净利润 26.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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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会已对受托方、资金使用方等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信用情

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五、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近期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3 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995,622,527.12 2,962,339,657.01 

负债总额 647,748,697.63 698,158,855.27 

资产净额 2,347,873,829.49 2,264,180,801.74 

货币资金 299,379,318.12 302,578,137.63 

项目 2021年 1-3月 2020 年 1-12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2,999,295.04 280,410,661.45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有

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通过对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有利于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为 32,000万元，占 2021年

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的 106.89%，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将一年内的信托产品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 ”，一年以上的信托产品列示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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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到期理

财的实际收回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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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大信托 5,000 5,000 380.66   - 

2 光大信托 9,000 9,000 742.09   - 

3 浙金信托 5,000 5,000 313.12   - 

4 爱建信托 15,000 15,000 641.32   - 

5 杭州银行 5,000 5,000 7.41   - 

6 爱建信托 15,000 15,000 1,893.84   - 

7 光大信托 16,300 16,300 1,005.91   - 

8 光大信托 2,700 2,700 166.62   - 

9 民生信托 5,000 5,000 430.00   - 

10 民生信托 10,000 10,000 686.00  - 

13 民生信托 10,000 10,000 721.44 - 

11 光大信托 15,000  -  - 15,000 

12 浙金信托 10,000  -  - 10,000 

14 华鑫信托 6,000  -  - 6,000 

15 爱建信托 10,000  -  - 10,000 

16 光大信托 9,000  -  - 9,000 

17 光大信托 5,000  -  - 5,000 

18 浙商金汇 10,000  -  - 10,000 

19 爱建信托 3,000 - - 3,000 

20 光大信托 19,000 - - 19,000 

合计 185,000 98,000 6,988.41 87,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9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9.75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2.5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87,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3,000 

总理财额度 120,000 

 

特此公告。 

 

银都餐饮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05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