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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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以电
话及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
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2,882.00
万元临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4）。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债券代码：15517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1
债券代码：155495 债券简称：19 东方 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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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2,882.00 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
320 号）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9,493.84 万股新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实 际 发 行 人 民 币 普 通 股 1,190,560,875 股 ，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8,702,999,996.25 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2,999,996.25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8,610,000,000.00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
帐，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后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412 号）。

截至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8,045,403,711.83 元，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 628,939,981.80 元。 公司已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将前次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全额归还。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截止 2020 年 4 月 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元） 已累计投资金额（元） 投入进度（%）

国开东方股权收购项目 1,860,000,000.00 1,860,000,000.00 100.00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
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
土地开发项目

1,350,000,000.00 1,360,206,412.82 100.76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
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
土地开发项目

1,220,000,000.00 1,228,496,296.04 100.70

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
住宅项目

2,180,000,000.00 1,596,701,002.97 73.24

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
及其他机构借款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100.00

合计 8,610,000,000.00 8,045,403,711.83 ———
开发项目进展说明：
1、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C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核心区 C 南侧地块已于 2018 年度入市供应。 核心区 B 地块、核心区 C 北侧地
块的入市供应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2、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A01、A02 地块已建项目中自住型商品房项目和商业、办公用房项目已基本完成

交房。 A02 地块西阙台大酒店项目已基本完工，尚未完成竣备验收。
2019 年 1 月，国开东方与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先锋中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山东天商置业有限公司与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先锋中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市丰台区 A01、A03、A04 地块合作协议书》，国开东方将 A01
剩余地块项目资产跟随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一并出售。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目前 A01 剩余地块
项目资产转让事宜正在进行中。 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 月 29 日披露的《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6）和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合作
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1）。

（二）截止 2020 年 4 月 1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开户行 账号 户名 专户余额
（元）

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文化宫支行 010900121310801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78.6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花
园支行

562040100100101
36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28,822,733.9

9
平安银行北京学院南路支行 11016281166007 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93,565.65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492136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0.35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605020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19,628.62

民生银行什刹海支行 697492030 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5.4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
化宫支行 755920171410103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111.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
化宫支行 755920171410606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547.44

合计 ——— ——— 628,939,981.8
0

备注： 截止 2020 年 4 月 1 日，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为 6,434.42 万

元。
三、公司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还款情况
2019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2,871 万元（含 62,871 万元）临时用于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019 年 4 月 29
日，公司使用 628,71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2020 年 4 月 1 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628,710,000.00 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披露
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11）。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公司拟使用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62,882.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 12 个月。 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公司要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 2 个交易日内进行公告。

本次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主要为募投项目 A01 剩余地块对外转让不
再投入结余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的利息收益。 公司承诺上述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
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
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五、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
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20 年 4 月 2 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上述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财务费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因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公司将及时归还
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实施进度，不会影响原募集
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二）监事会意见
2020 年 4 月 2 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利于提高相关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前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要求，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上市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系使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 未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本次补
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12 个月。

上市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和
监事会程序，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安信证券同意上市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62,882.00 万元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 ”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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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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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 日在公司视频会

议室现场召开了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 月 28 日通过
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 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5
人，监事会主席李亚良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利于提高相关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前次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要求，同意公司以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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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CC44992020 年 4 月 3 日 星期五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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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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04 月 0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5,556,75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3.70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成湘均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4 人，独立董事林涛、于鑫铭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并向公司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好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2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3 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4 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5 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6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7 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8 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2.09 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5、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6、议案名称：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
措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对象签订《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7、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10、议案名称：关于与百度集团开展战略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
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5,550,750 99.9979 5,000 0.0016 1,0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2 发行方式、发行时间、发行对
象和认购方式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
原则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4 发行数量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5 限售期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6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7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8 上市地点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
效期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3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4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6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采
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7
关于批准与本次发行对象签
订《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8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10 关于与百度集团开展战略合
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相关事宜的议案

28,240,874 99.9787 5,000 0.0177 1,000 0.00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2 各子议案均获逐项表决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其中除议案 9 外，其他议案均

为特别决议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
上审议通过；

3、本次审议的议案除议案 9 外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林、李梦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533 证券简称：掌阅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0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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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
委托理财期限：2020 年 4 月 2 日起持续运作
履行的审议程序：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
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
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不超过一年(自公司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计算)。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长久物流关于
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20-006 号）。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理财，增加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本次理财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万元。
2．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2018 年 6 月 13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长久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76 号）文核准，本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7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人民币 9,010,000.00 元（含税）后，本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实际
收到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690,990,000.00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全部
到位 ， 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 11 月 13 日
XYZH/2018BJA40772 号报告审验。

上述到位募集资金 691,500,000.00 元（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加上承销费中不能从募
集资金直接扣除的税款部分 510,000.00元），减除保荐费、律师费、债券发行登记费、法定
信息披露费、 公证费和验资费用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569,811.32元（不含税）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88,930,188.68元。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 承诺投资总额（元） 累计投入（元） 项目账户余额

长久滁州汽车供应链物流基地项目 164,750,000.00 16,758,588.99 154,181,435.68
沈阳长久产业园项目 350,000,000.00 117,267,581.07 243,025,926.52
购置 4艘商品车滚装船 120,000,000.00 55,138,498.00 67,221,869.35
补充流动资金 54,180,188.68 54,785,032.51 已销户

合计 688,930,188.68 243,949,700.57 464,429,231.55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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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市分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
期结构性存款 S款 6,000万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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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运作 价格结构型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购买标的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基于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等因

素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健全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保本型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
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程序。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2020 年 4 月 2 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江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

海”）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购买了 6,000 万元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
（2）产品类型：价格结构型；
（3）理财产品挂钩标的：三个月期限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3M� Shibor）；
（4）产品风险评级：客户购买本产品可以获得银行提供的本金完全保证，若在

每一观察日 3M� Shibor 均小于基准比较值的， 则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年化收益
率按实际存续期间对应的低档收益率计算，并以此为基础计算客户应得收益；

（5）预期理财收益率：产品以客户的每笔认 / 申购为单位累计其存续天数，客
户支取时，按照支取本金的实际存续天数和对应的实际年化收益率计算客户收益。
整个存续期客户获得的收益率（年化）=[（存续期内 3M� Shibor 小于基准比较值的
天数）*（实际存续天数对应的低档收益率）+（观察期内 3M� Shibor� 大于等于基准
比较值的天数）*（实际存续天数对应的高档收益率）]/ 实际存续天数；

（6）认购日：2020 年 4 月 2 日；
（7）收益计算起始日：2020 年 4 月 2 日；
（8）到期日：持续运作，银行有权根据本产品说明书的约定提前终止；
（9）认购金额：人民币 6,000 万元；
（10）资金来源：公司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 :结构性存款是指商业

银行吸收的嵌入金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
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相应的收益。 如
果投资方向正确，客户将获得高 / 中收益；如果方向失误，客户将损失购买期权的
费用，客户将获得低收益，对于本金不造成影响。

（三）公司本次购买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
额度为人民币 6,000 亿元，该现金管理产品为价格结构型，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使用条件要求，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运
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类型为价格结构型，该产品
风险等级低，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 在购买的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财务部
门将建立理财产品台账，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
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
对资金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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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 A 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是 601328，成立于 1987 年，

注册资本 7,426,272.66 万元。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江海、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5,849,065,260.47 6,353,595,380.59
负债总额 3,062,236,407.47 3,565,629,435.15
归母净资产 2,620,801,626.77 2,633,598,214.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270,998.96 -634,819,953.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2,793,806.42 -777,191,842.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861,681.10 1,599,156,995.03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52.35% ， 货币资金余额为
101,256.68 万元，本次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为 6,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
金的 5.93%。 本次委托理财对公司经营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 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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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将理财产品列示为“其他流动资产”。
五、风险提示
本次委托理财产品属于保障本金型的理财产品， 但不排除该类投资收益受到

市场剧烈波动、产品不成立、通货膨胀等风险的影响。
六、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审议《关于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定，为提高公司的资金
使用效率， 公司计划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
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 有利于在控制风险前提下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
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建设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在一年内进行滚动使用，同时，公司在保障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并有效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授权董事长签批购买或赎回理财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授权公司财
务部门具体执行，有利于提高审批决策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公司
债券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有关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为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

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理财
产品，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开展和正常
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
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60 亿元的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
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理财产品的有关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 已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长久物流本次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运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
情形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长久物流本次使用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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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 / 20,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9,000 / / 9,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 / 10,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 / 6,000

合计 45,000 / / 4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17.09%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

总理财额度 46,000
八、备查文件
1、《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 款产品协议》及购买凭证；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4、长久物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5、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可转换公

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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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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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 年 3 月，公司新增房地产项目情况如下：
1、 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州蓝博科置业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取得晋江市

P2018-25 号地块， 股权收购交易总对价为 10,650 万元。 该地块位于泉州晋江市泉
州出口加工区，土地面积约为 42.57 亩，1.0＜容积率＜3.5，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目前本公司已取得该项目 48%股权，股权收购
全部完成后，公司持有该项目 80%的权益。

2、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灏悦置业有限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江阴市澄地
2019-C-39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江阴市周庄镇张家港河以西、白蛇路以北、宗言路
以东、成化路以南，土地面积约为 84.92 亩，2.0≤容积率≤2.2，土地用途为住宅，出
让年限为 70 年。 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26.01%的权益，公司按照权益比例应承担
的土地价款约为 10,644.85 万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在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公开竞得 TF（07/05）︰2019-14 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
万安街道大石社区八组，土地面积约为 50.21 亩，容积率≤2，土地用途为住宅兼容
商业服务业，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服 40 年。 该地块成交总价为 71,300.756 万
元，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4、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正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竞得 GC2020-019 号地块。该地块位于南宁市邕宁区那造路东侧、那灵街北侧，
土地面积约为 37.42 亩，2＜容积率≤2.5，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用
地，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该地块成交总价（含购买增减挂钩结余周转

指标费）为 44,210.90 万元，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5、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正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南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公开竞得 GC2020-018 号地块。该地块位于南宁市邕宁区江湾路西侧、南洲街南侧，
土地面积约为 39.29 亩，2＜容积率≤2.5， 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零售商业用
地，出让年限为住宅 70 年、商业 40 年。 该地块成交总价（含购买增减挂钩结余周转
指标费）为 53,808.57 万元，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的权益。

6、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市塘鑫置业有限公司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得
郑政新郑出（2020）3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新郑市龙湖镇规划郑新路东侧、政府储备土地
北侧，土地面积约为 69.48 亩，1.0＜容积率≤2.5，土地用途为地上二类居住用地，地下为
配建停车、配套及附属设施（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出让年限为地上 70 年、地下 50 年。 该
地块成交总价为 32,892万元，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51%的权益。

7、 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市塘鑫置业有限公司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竞得
郑政新郑出（2020）4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新郑市龙湖镇规划郑新路东侧、规划永通路北
侧，土地面积约为 69.12 亩，1.0＜容积率≤2.5，土地用途为地上二类居住用地，地下为配
建停车、配套及附属设施（交通服务场站用地），出让年限为地上 70 年、地下 50 年。 该地
块成交总价为 28,647万元，目前本公司拥有该项目 51%的权益。

上述项目，未来可能因股权转让、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
中所占的权益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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