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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关于利用临时闲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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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委托理财金额：97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封闭式 3 号 360 天 B、光银现金

A。 

 委托理财期限：360 天、无固定期限（在产品开放期内，全资子公司宁

波富邦精业贸易有限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使用需求情况随时认购和赎

回。） 

 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及贸易公司拟在不影响其正常经营需要的

前提下，利用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临时闲置自有资金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其中贸易公司 5000 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在此额度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宁波富

邦精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利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临时闲置

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收益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

款利率，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临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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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已对委托理财操作规则、风险控制等做了相应规定，以有效防范风险，

确保资金安全。并安排专人负责日常管理与监控，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内容 

日前，公司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购买了 5000 万元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封闭

式 3 号 360 天 B 理财产品，贸易公司购买了 2500 万元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封闭式

3号 360 天 B理财产品及 2200 万元“光银现金 A” 理财产品。 

1、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封闭式 3号 360 天 B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华夏理财固收增强封闭式 3 号 360 天 B 

产品代码 21131003 

产品运作模式 封闭式净值型 

产品投资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 

产品风险评级 PR2级（中低风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业绩基准 4.35%（年化） 

到期/终止日 2022年11月07日理财产品正常到期。如理财产品因故提前或延迟

到期，则终止日以华夏理财发布的公告为准。 

投资对象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标准化债权类资产、非标准化债

权类资产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权益类资产及资产管理产品，其中资

产管理产品需符合产品约定的投资范围。 



2、“光银现金 A”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产品名称 光银现金 A 

产品代码 EB4395 

产品风险评级 二星级（稳健型） 

产品持有期限   最短1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收益类型 非保本浮动收益 

产品类型 开放式净值产品 

产品投资范围 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货币市场工具、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

券交易所发行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及买断式

回购、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债权类资产等。本产品投资境内债券的

公开市场债项评级不得低于AA，短期融资券债项评级不得低于A-

1。其中，现金、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同业存单、利率债等

具有高流动性资产投资占比不低于30%，AAA 级以下债券及其他固

定收益类资产投资占比不高于70%，正回购交易的未到期余额不得

超过本产品资产净值的40%。 

（二）风险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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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对委托理

财严格把关，谨慎决策。1、在上述额度内，公司财务部根据金融机构提供的具

体理财产品计划，对其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分析，并结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闲置

资金情况，自下而上提出购买理财产品方案。2、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贸易公司委

托理财品种不含二级市场股票等高风险品种的投资。同时公司财务部安排专人负

责对所购买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日常监控，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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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3、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有权对公

司投资理财业务进行核查。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华夏银行（600015）、光大银行（601818）为已上

市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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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 12 月 31日 

资产总额 33,974.32 40,210.03 



负债总额 12,004.63 13,60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969.69 22,643.9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9.05 -606.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3.63 2,947.74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日，公司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8,717.30万元，本次委托

理财金额为人民币 9,7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111.27%。公司利用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临时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

相对风险较小，收益高于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截止

2021 年 9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5.33%，公司不存在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

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属于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包

括：本金及理财收益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等风险

因素影响。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临时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宁波富邦精业贸易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其正常经营需要及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 25,000 万元（其中贸易公司不超过 5000 万元）的临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此限额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负责办理具体投资理财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已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上述开展委托理财的授权期限为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贸易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临时闲置资金委托理

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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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1000 5.89 0 

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20.27 0 

3 银行理财产品 300 300 3.42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200 2200 3.55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500 1500 29.95 0 

6 银行理财产品 3700 3700 51.26 0 

7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99.82 0 

8 银行理财产品 300 0 0 300 

9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0 0 5000 

10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0 0 5000 

11 银行理财产品 2500 0 0 2500 

12 银行理财产品 2200 0 0 2200 

合计 31700 16700 214.16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5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66.24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5.3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贸易公司5,000万元、母公

司1亿元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贸易公司0元，母公司1亿元 

总理财额度 25,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