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3757

证券简称：大元泵业

公告编号：2018-035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
及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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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召开
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新沪”）在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
额度不超过 21,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此额度内可以滚
动使用），其中合肥新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进行上述现金管理事项的期限为自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号）。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回收的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 万元购买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保本型理财产品，起止期限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6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1 号）。2018 年 6 月 11 日，上述理财产品已经到期，公司
收回本金 3,000 万元，获得理财产品收益 94,684.93 元。

二、公司本次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
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银河金山”收益凭证 2546 期
投资起始日：2018 年 6 月 13 日
投资到期日：2018 年 9 月 11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4.50%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2,000 万元
2、公司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型
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益系列 364 期收益凭证
投资起始日：2018 年 6 月 14 日
投资到期日：2018 年 7 月 16 日
预期年化收益率：4.30%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1,000 万元
上述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收益型，本金及收益币种为人民币，资金来源为闲
置募集资金。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
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计划购买的为保本收益型理财产品，在该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
财务部门将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持密切联系，
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性。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内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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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影响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目的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成本，不影响公司的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一）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合肥新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二号理财产品

光大银行“2017 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八十期产品 5”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光大银行“2017 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一一七期产品 4”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二号理财产品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
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光大银行“2018 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十三期产品 3”

购买金额
（万元）

8,000

6,000

2,000

6,000

8,000

2,000

6,000

起始日

到期日

2017.07.27 2017.10.30

2017.07.28 2017.10.28

2017.08.01 2017.10.31

2017.10.30 2018.01.30

2017.10.31 2018.01.31

2017.11.03 2018.02.01

2018.01.31 2018.04.30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备注

3.5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72.87
万元

4.15%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62.35
万元

3.3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16.45
万元

4.3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64.55
万元

3.5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70.57
万元

3.3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16.45
万元

4.5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67.60
万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随心 E”
二号理财产品

8,000

2018.02.01 2018.05.04

3.50%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72.11
万元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16.45
万元

工商银行保本型法人 91 天稳利
人民币理财产品

2,000

2018.02.07 2018.05.07

3.30%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 2018
年第 196 期收益凭证

2,000

2018.04.16 2018.09.13

4.4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
益系列 326 期收益凭证

2,000

2018.04.19 2018.10.15

4.35%

光大银行“2018 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四十八期产品 3”

4,000

2018.05.02 2018.08.02

4.4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本增
益系列 338 期收益凭证

3,000

2018.05.10 2018.06.11

3.60%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号 2018
年第 212 期收益凭证

4,000

2018.05.09 2018.08.07

4.35%

光大银行“2018 年对公结构性
存款统发第五十一期产品 3”

2,500

2018.05.09 2018.08.09

4.45%

2,000

2018.06.13 2018.09.11

4.50%

1,000

2018.06.14 2018.07.16

4.30%

“银河金山”收益凭证 2546
期
中 信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 司 保本
增益系列 364 期收益凭证

本金全部
收回，获得
收益 9.47
万元

（二）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
为 17,500 万元（含本次）。

特此公告。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