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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经公司核查，由于
工作人员疏忽，部分内容输入有误，现对《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部分
内容予以更正。 本次更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造成影响，具体如下：

一、《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一）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

原因
更正前：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受疫情影响，当期未结转收入

营业成本 31,835,980.29 404,125,269.36 -92.1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229,166,091.93 474,653,975.83 -51.7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减少

投资收益 12,737,015.76 658,930,983.62 -98.07% 上期处置项目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更正后：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受疫情影响，本期地产项目仅有少
量结转，同比大幅减少

营业成本 321,982,318.18 5,432,858,145.89 -94.07%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31,835,980.29 404,125,269.36 -92.1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减少

销售费用 229,166,091.93 474,653,975.83 -51.72% 受疫情影响，当期营销推广等费用
减少

投资收益 12,737,015.76 658,930,983.62 -98.07% 上期处置项目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二）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更正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部分）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52,142,742,651.06 50,099,344,664.65

合同负债

更正后：
1、合并资产负债表（部分）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流动负债：

预收款项 318,615,266.10 50,099,344,664.65

合同负债 51,824,127,384.96

注：上述更正事项仅影响负债科目的分类列示，并不影响合计金额，对公司其他
各项财务指标无影响。

（三）第四节 财务报表 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更正前：
1、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相关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更正后：
1、2020 年起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

相关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01月 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3,413,096,528.59 13,413,096,528.59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76,660,593.14 76,660,593.1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4,739,239.89 4,739,239.89

应收账款 1,577,557,011.46 1,577,557,011.46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595,765,791.88 1,595,765,791.8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
金

其他应收款 10,376,972,378.80 10,376,972,378.8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098,289.32 1,098,289.3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146,831,900,474.78 146,831,900,474.78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3,819,688,512.49 3,819,688,512.49

流动资产合计 177,696,380,531.03 177,696,380,531.0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40,530,000.00 40,53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7,120,424,070.81 7,120,424,070.8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318,215,203.28 2,318,215,203.2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投资性房地产 25,519,240,598.97 25,519,240,598.97

固定资产 3,567,412,381.71 3,567,412,381.71

在建工程 3,372,887,803.52 3,372,887,803.5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1,598,700,908.34 1,598,700,908.34

开发支出

商誉 134,183,514.87 134,183,514.87

长期待摊费用 35,632,075.35 35,632,075.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62,643,225.09 2,962,643,225.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9,067,162.50 709,067,162.50

非流动资产合计 47,478,936,944.44 47,478,936,944.44

资产总计 225,175,317,475.47 225,175,317,475.4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7,315,192,531.50 7,315,192,531.50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420,185,873.88 420,185,873.88

应付账款 5,524,509,086.35 5,524,509,086.35

预收款项 50,099,344,664.65 375,657,305.80 -49,723,687,358.85

合同负债 49,723,687,358.85 49,723,687,358.85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
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
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137,788,325.08 137,788,325.08

应交税费 5,303,820,930.80 5,303,820,930.80

其他应付款 30,638,131,653.51 30,638,131,653.51

其中：应付利息 2,299,070,154.98 2,299,070,154.98

应付股利 214,011,158.96 214,011,158.96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6,727,468,219.37 46,727,468,219.37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46,166,441,285.14 146,166,441,285.14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29,939,072,478.73 29,939,072,478.73

应付债券 12,401,424,413.73 12,401,424,413.73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9,988,872.08 9,988,872.08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186,702,701.50 186,702,701.50

递延收益 193,995,133.64 193,995,133.64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39,796,222.93 2,239,796,222.93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970,979,822.61 44,970,979,822.61

负债合计 191,137,421,107.75 191,137,421,107.7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488,901,440.00 2,488,901,44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819,778,281.82 2,819,778,281.82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5,050,575,137.78 5,050,575,137.78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72,978,729.01 272,978,729.0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9,428,722,208.87 9,428,722,208.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20,060,955,797.48 20,060,955,797.48

少数股东权益 13,976,940,570.24 13,976,940,570.2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037,896,367.72 34,037,896,367.7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5,175,317,475.47 225,175,317,475.47

调整情况说明：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 公司为境内上市企业，按照财政
部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
“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公司原有各项
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不受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预收款项变更为“合同负债”。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01月 0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4,564,484.81 34,564,484.81

交易性金融资产 76,660,593.14 76,660,593.14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390,638,626.85 2,390,638,626.85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34,207,687.05 34,207,687.05

其他应收款 126,996,329,888.45 126,996,329,888.45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1,098,289.32 1,098,289.32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2,278,395.24 12,278,395.24

流动资产合计 129,544,679,675.54 129,544,679,675.54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40,530,000.00 40,530,000.00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7,158,462,294.02 7,158,462,294.02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30,330,324.79 2,030,330,324.79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投资性房地产 15,372,320.00 15,372,320.00

固定资产 242,951,130.41 242,951,130.41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6,098,539.67 6,098,539.67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08,957,664.02 1,108,957,664.02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602,702,272.91 10,602,702,272.91

资产总计 140,147,381,948.45 140,147,381,948.45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55,810,000.00 255,81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531,165.20 531,165.20

应付账款 20,919,184.14 20,919,184.14

预收款项 253,488.67 253,488.67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7,357,182.43 7,357,182.43

应交税费 72,814,107.41 72,814,107.41

其他应付款 109,412,596,797.01 109,412,596,797.01

其中：应付利息 642,447,994.62 642,447,994.62

应付股利 109,011,158.96 109,011,158.9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6,522,489,736.45 16,522,489,736.45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6,292,771,661.31 126,292,771,661.3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749,067,162.50 1,749,067,162.50

应付债券 4,495,376,570.17 4,495,376,570.17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9,988,872.08 9,988,872.08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48,959.49 3,048,959.49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57,481,564.24 6,257,481,564.24

负债合计 132,550,253,225.55 132,550,253,225.55

所有者权益：

股本 2,488,901,440.00 2,488,901,44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3,557,703,021.67 3,557,703,021.67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27,519,765.79 27,519,765.79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229,956,562.55 229,956,562.55

未分配利润 1,293,047,932.89 1,293,047,932.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597,128,722.90 7,597,128,722.9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40,147,381,948.45 140,147,381,948.45

调整情况说明：无
二、《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更正前：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受疫情影响，当期未结转收入

营业成本 31,835,980.29 404,125,269.36 -92.1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229,166,091.93 474,653,975.83 -51.7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减少

投资收益 12,737,015.76 658,930,983.62 -98.07% 上期处置项目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更正后：

利润表项目 2020年 1-3月 2019年 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479,504,093.24 7,453,844,462.64 -93.57% 受疫情影响，本期地产项目仅有少
量结转，同比大幅减少

营业成本 321,982,318.18 5,432,858,145.89 -94.07%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成本减少

税金及附加 31,835,980.29 404,125,269.36 -92.12% 本期收入减少，相应的税金减少

销售费用 229,166,091.93 474,653,975.83 -51.72% 受疫情影响，当期营销推广等费用
减少

投资收益 12,737,015.76 658,930,983.62 -98.07% 上期处置项目公司确认投资收益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其他内容不
变。 本次更正不影响主要财务数据，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造成影响。 更新
后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第一季
度报告全文（更新后）》及《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更新后）》。 公司董事会对于
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6 月 19 日召
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短期闲置募集资金
和闲置自有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公司日常经营的前提下，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计划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单项产品投资期限
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一、本次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认购主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币种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
来源

鸿合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望京

支行
步步生金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人民币 2020/4/16 随时赎回 2.00%-
3.00%

自有
资金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亚运

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2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29 1.00%-
3.20%

募集
资金

北京鸿合新线
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亚运

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6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29 1.00%-
3.20%

募集
资金

深圳市鸿合创
新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 JG6001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7

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6 1.1%-2.7% 自有

资金

深圳市鸿合创
新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龙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
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
有期 JG6002期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款(14

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13 1.1%-2.8% 自有

资金

备注：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投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公司及全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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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排除该项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投资风险，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司拟采取的以下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与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

全的商业银行进行合作。 以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选择安全性高，满足保
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投资产品，且须满足流动性好的要求，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欧元/美元汇率变化、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
等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
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投资产品的资
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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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述投资产品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
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保荐机构；

6、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 尽最大努力实现现金资产的保值增
值，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四、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累计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未到期余额为 92,900 万元人民币，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
金额为 17,000 万元人民币，上述未到期余额未超过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对使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范围。

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累计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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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认购主体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
（万元） 币种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 资金来源 是否

赎回 赎回金额（万元） 投资收益（元）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A
款 价格结构型

6,500 人民币 2019/1/28
随时赎回

2.3-2.5%
自有资金 是 12,500 1,213,493.171,000 人民币 2019/3/4 2.3-2.5%

1,000 人民币 2019/4/28 2.3-2.5%
1,400 人民币 2019/9/30 2.3-2.5%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950 人民币 2019/9/6 7天到期自动滚存 2.3-2.5% 自有资金 是 950 30,4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2,500 人民币 2019/9/6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自有资金 是 2,500 80,000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S
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4,100 人民币 2019/6/28 随时赎回 2.0%-3.35% 募集资金

分批
部分
赎回

2,100 202,947.94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35天 期限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17,000 人民币 2019/7/1 2019/8/5 3.55% 募集资金 部分
赎回 700 17,538.36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189天期限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10,000 人民币 2019/7/1 2020/1/6 3.95% 募集资金 是 10,000 2,045,342.47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189天期限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18,600 人民币 2019/7/1 2020/1/6 3.95% 募集资金 是 18,600 3,804,336.99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364天期限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20,000 人民币 2019/7/1 2020/6/29 4.00% 募集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5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10,0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10,000 310,0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5,000 人民币 2019/7/1 2019/10/1 1.485%-3.95% 募集资金 是 5,000 512,404.64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6,0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6,000 34,5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2,7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2,700 83,7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5,000 人民币 2019/8/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5,000 155,0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2,700 人民币 2019/8/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2,700 83,700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S
款尊享版 保本保息 1,700 人民币 2019/8/5 随时赎回 1.90%-3.15% 募集资金 是 600 37,397.26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3,350 人民币 2019/9/6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3,350 107,2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100 人民币 2019/9/6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100 3,2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3,450 人民币 2019/10/1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自有资金 是 3,450 148,829.17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8,000 人民币 2019/10/1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8,000 488,000.00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S
款特享版

价格结构型（本金完全
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11/26 随时赎回 2.0%-3.35% 自有资金 是 5,000 441,335.61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3,450 人民币 2019/12/5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自有资金 是 3,450 110,400.0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型 2,000 人民币 2019/12/17 2020/2/18 3.30% 募集资金 是 2,000 113,917.81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型 6,000 人民币 2019/12/17 2020/3/17 3.50% 募集资金 是 6,000 523,561.64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 保本浮动收益型 7,6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2/14 1.35%-3.5% 自有资金 是 7,600 255,068.49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234天（汇率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8/31 1.55%-3.70% 募集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北清路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234天（汇率挂钩看涨） 保本浮动收益型 18,6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8/31 1.55%-3.70% 募集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 人民币 2020/2/21 2020/3/23 3.40% 募集资金 是 2,000 57,753.42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 人民币 2020/3/20 2020/6/19 1.00%-3.80% 募集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型结构性存款
S款 价格结构型 1,000 人民币 2020/3/26 随时赎回 1.70%-2.60% 自有资金 否 -- --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400 人民币 2020/3/27 2020/4/27 1.00%-3.20% 募集资金 是 1,400 38,049.32

鸿合科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望京支行 步步生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 人民币 2020/4/16 随时赎回 2.00%-3.00% 自有资金 是 2,000 23,013.70

鸿合科技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2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29 1.00%-3.20% 募集资金 否 -- --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活期结构性存款 A

款 价格结构型
690 人民币 2018/7/24

随时赎回
1.8%-2.0%

自有资金 是 2,190 131786.31700 人民币 2018/11/26 2.3%-2.5%
400 人民币 2019/2/15 2.3%-2.5%
400 人民币 2019/8/5 2.3%-2.5%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1个月 期限结构型 2,100 人民币 2019/5/17 2019/6/21 3.40% 自有资金 是 2,100 68,465.75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款 1个月 期限结构型 1,800 人民币 2019/7/1 2019/8/5 3.55% 自有资金 是 1,800 61,273.97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 保本保息 1,200 人民币 2019/8/9 2019/9/16 3.40%-3.50% 自有资金 是 1,200 42,476.71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 期限结构型 1,000 人民币 2019/9/20 2019/10/25 3.35%-3.45% 自有资金 是 1,000 32,123.29

北京鸿合爱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黄金挂钩） 期限结构型 800 人民币 2019/11/1 2019/12/6 3.35%-3.45% 自有资金 是 800 25,698.63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4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400 68,488.89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2,000 人民币 2019/7/1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2,000 62,00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2,000 人民币 2019/7/1 2019/10/1 1.485%-3.95% 募集资金 是 2,000 204,961.85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500 人民币 2019/7/1 2020/1/1 1.755%-3.95% 募集资金 是 1,500 297,057.3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2,000 人民币 2019/8/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2,000 62,00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950 人民币 2019/9/6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950 30,40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7天通知存款 保本保息 3,100 人民币 2019/10/12 7天到期自动滚存 1.8225%-3.6% 募集资金 是 3,100 189,100.0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型 3,100 人民币 2019/12/17 2020/2/18 3.30% 募集资金 是 3,100 176,572.6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2/10 3.30% 募集资金 是 1,500 42,041.10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4,600 人民币 2020/2/21 2020/3/23 3.40% 募集资金 是 4,600 132,832.88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4,600 人民币 2020/3/27 2020/4/27 1.00%-3.20% 募集资金 是 4,600 125,019.18

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亚运村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4,6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29 1.00%-3.20% 募集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1期

保证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3,500 人民币 2019/7/2 2019/8/1 3.65% 募集资金 是 3,500 106,458.33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保证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7/2 2019/9/30 3.95% 募集资金 是 5,000 482,777.78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3期

保证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20,000 人民币 2019/7/2 2019/12/29 3.90% 募集资金 是 20,000 3,856,666.67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4期

保证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20,000 人民币 2019/7/2 2020/6/26 3.90% 募集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6期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500 人民币 2019/7/15 2019/7/29 2.60% 自有资金 是 1,500 15,166.67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6期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3,400 人民币 2019/7/16 2019/7/30 2.60% 自有资金 是 13,400 135,488.89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
JG1001期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3,000 人民币 2019/8/22 2019/9/21 3.50% 募集资金 是 3,000 90,416.67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公司 JG1001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30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9/12 2019/10/12 3.40% 自有资金 是 5,000 141,666.67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公司 JG1001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30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2,750 人民币 2019/9/20 2019/10/20 3.50% 自有资金 是 2,750 82,881.94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利多多公司 JG1006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0,000 人民币 2019/9/20 2019/10/4 3.00% 自有资金 是 10,000 150,000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利多多公司 JG1005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7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9/20 2019/9/27 2.60% 自有资金 是 5,000 25,277.78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利多多公司 JG1001期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30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800 人民币 2019/9/29 2019/10/29 3.45% 募集资金 是 1,800 51,750.00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7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000 人民币 2019/10/11 2019/10/18 2.80% 募集资金 是 1,000 5,444.44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6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4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3,500 人民币 2019/10/11 2019/10/25 2.90% 募集资金 是 3,500 39,472.22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5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7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12,000 人民币 2019/10/11 2019/10/18 2.80% 自有资金 是 12,000 65,333.33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10/16 2020/1/14 3.70% 自有资金 是 5,000 457,361.11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坑梓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000 美元 2019/10/15 2019/11/15 2.30% 自有资金 是 1,000 19,227.89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
JG1006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4

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5,000 人民币 2019/11/1 2019/11/15 2.90% 募集资金 是 5,000 56,388.89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坑梓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1,000 美元 2019/11/21 2019/12/21 2.00% 自有资金 是 1,000 16,694.45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19JG3677期(14天)人民币对公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人民币 2019/12/31 2020/1/14 1.4%-2.7% 募集资金 是 3,000 31,500.00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19JG3678期(1个月)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人民币 2019/12/31 2020/1/31 1.4%-3.35% 募集资金 是 5,000 153,541.66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
19JG3679期(3个月)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00 人民币 2019/12/31 2020/3/31 1.4%-3.5% 募集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深圳坑梓支行 定期存款 保本保息 800 美元 2019/12/24 2020/1/24 2.10% 自有资金 是 800 14,300.00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利 20JG5068期（7天）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1/17 1.4%-2.6% 自有资金 是 7,000 35,388.89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科苑支行

招商银行挂钩黄金三层区间六个月结
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人民币 2020/1/10 2020/2/10 1.15%-3.64% 自有资金 是 3,000 87,649.32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人民币 2020/2/13 2020/2/27 1.1%-2.8% 募集资金 是 3,000 32,666.67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3,000 人民币 2020/3/6 2020/3/20 1.1%-2.9% 募集资金 是 3,000 33,833.33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本金

完全保障） 800 人民币 2020/3/26 2020/4/9 1.1%-2.9% 自有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 人民币 2020/3/26 2020/4/2 1.1%-2.7% 募集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前海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 人民币 2020/3/26 2020/4/9 1.1%-2.9% 募集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1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7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6 1.1%-2.7% 自有资金 否 -- --

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
定持有期 JG6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

性存款(14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人民币 2020/4/29 2020/5/13 1.1%-2.8% 自有资金 否 -- --

五、备查文件
相关产品合同和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