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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進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
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9年4月2日召開了第十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和第十屆監事會第四次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議案》，為提高閒置自有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在保證日常
經營運作資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資風險的情況下，同意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最高額度不超過人民幣8億元閒置自有資金購買安
全性高、流動性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結構性存款、銀行定期存款，期限自第十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審議批
准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董事會召開前日。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滾動使用。詳見公司於2019年4月3日披露的《關於使用閒置自
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編號：臨2019-020號）。

    一、本次使用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實施情況
    自2019年4月2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計使用自有資金人民幣4.1億元購買理財產品，現將相關委託理財事項公告如下：

序號 委託方 受托方 產品名稱 產品 
性質

理財金額
(單位：萬元) 理財起息日 預計到期日 產品期限 預計年化

收益率

1 上海臨港浦
江國際科技
城發展有限
公司

中信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
26852期人民幣
結構性存款產品

保本浮動
收益、封
閉式

6,000 2019年6月6日 2019年9月4日 90天 3.95%-4.45%

2
中信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
26950期人民幣
結構性存款產品

保本浮動
收益、封
閉式

5,000 2019年6月13日 2019年9月11日 90天 3.95%-4.45%

3

上海漕河涇
奉賢科技綠
洲建設發展
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賢支
行

工銀理財保本型
「隨心E」（定
向）2017年第3
期

保本浮動
收益型 5,000 2019年4月12日 2019年5月14日

無固定期
限，實際
理財期限
為32天

3.10%

4
中信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
26099期人民幣
結構性存款產品

保本浮動
收益、封
閉式

4,000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7月2日 63天 3.65%

5

中國工商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賢支
行

工銀理財保本型
「隨心E」（定
向）2017年第3
期

保本浮動
收益型 5,000 2019年5月15日 2019年7月22日

無固定期
限，預計
理財期限
為68天

3.30%

6

上海漕河涇
康橋科技綠
洲建設發展
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市分行

交通銀行蘊通財
富活期結構性存
款S款尊享版

價格結構
型 11,000 2019年4月10日 2019年4月24日

無固定期
限，實際
理財期限
為14天

2.60%

7
中信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
26099期人民幣
結構性存款產品

保本浮動
收益、封
閉式

2,000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7月2日 63天 3.65%

8
中信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共贏利率結構
26098期人民幣
結構性存款產品

保本浮動
收益、封
閉式

3,000 2019年4月30日 2019年7月29日 90天 3.80%-4.30%

    二、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及下屬子公司是在確保不影響正常經營的基礎上，根據公司閒置自有資金情況進行委託理財。本次購買的產品為有保本
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銀行結構性存款，公司將建立台帳對理財產品進行管理，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產品的進展情況，如評估發
現可能存在影響公司資金安全的情況，將及時採取措施，控制投資風險。公司將對資金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公司獨立董事、
監事會有權對資金的使用情況進行監督、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專業機構進行審計。

    三、委託理財協議主體的基本情況
    本次下屬子公司購買的理財產品受托方為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及中國工商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賢支行，公司已對交易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信用評級情況及其交易履約能力進行了必要的盡職調
查，認為交易對方具備履約能力。交易對方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

    四、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公司在保證流動性和資金安全且不影響公司主營業務正常開展的前提下，運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投資於安全性高、流動性
好、有保本約定的短期理財產品或辦理銀行結構性存款、銀行定期存款，有利於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資金收益，符合公司和
全體股東的利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屬子公司使用閒置自有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餘額為人民幣4.40億元。
    特此公告。

上海臨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7月6日

    特別提示：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
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委託理財受托方：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委託理財金額：3,000萬元人民幣
    委託理財投資類型：保本浮動收益型
    委託理財期限：185天

    一、委託理財概述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2019年3月27日召開的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董事會授權購
買低風險理財產品的議案》，批准並授權公司總經理室在2019年3月至2020年3月期間，繼續利用閒置資金總金額不超過人民幣1.4億元，購買
經國家批准依法設立的且具有良好資質、較大規模和徵信高的金融機構發行的低風險理財產品，其預期收益高於銀行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在上
述額度內資金可以滾動使用。（詳見2019年3月29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以及www.sse.com.cn公司公告）
    公司總經理室根據董事會的授權，結合原購買的理財產品到期，公司目前現金流充裕、階段性閒置資金較多的情況，為最大限度地發揮閒
置資金的持續性增值作用，達到累積增值的目的，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經營目標。2019年7月5日，公司使用自有閒置資金3,000萬元，向興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購買企業金融結構性存款協議（封閉式）2018版，期限185天，預期年化收益率為2.1%-3.8%之間，預計收益率高於
銀行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該事項不構成關聯交易。

    二、銀行理財產品概述
    （一）委託理財的基本情況

1、基本條款
1.1 產品幣種  人民幣 
1.2 產品性質 保本浮動收益型
1.3 產品規模 [ / ]萬元
1.4 認購起點金額 [ 3000 ]萬元，超出認購起點金額的部分以[100]萬元整數倍遞增 
1.5 產品期限 自成立日至到期日，共[185 ]天（受限於提前終止日）。
1.6 成立日 [ 2019 ]年[ 7  ]月[ 5 ]日，本結構性存款自成立日起計算收益。
1.7 起息日 認購起息日為成立日當日；
1.8 到期日 [ 2020 ] 年[1]月[ 6 ]日

遇非工作日則順延至其後第一個工作日；
實際產品期限受制於銀行提前終止條款。

1.9 乙方提前終止 如果乙方提前終止本產品，將提前2個工作日通過乙方營業網點或乙方網站公佈提前終止日並指定支付日（一般為提前終止日之後的
3個工作日以內）。乙方將甲方提前終止日所持有的產品金額相對應的本金與收益（按協議2.2款約定如有）劃轉至協議中甲方活期賬
戶。乙方無須為本產品的提前終止承擔任何其它賠償、補償及其它任何責任。

2、收益條款
2.1 觀察標的
（掛鉤標的）

2.1.1 觀察期
（產品存續期）

2.1.2 工作日
2.1.3 觀察日價格 

倫敦黃金市場之黃金定盤價格。
定盤價格指由倫敦金銀市場協會（「LBMA」）的會員被授權在倫敦交付的、以美元計價的、每盎司黃金的下午定盤價格。該價格由
倫敦黃金市場於定價日(倫敦時間下午3:00)發佈並顯示於彭博頁面「GOLDLNPM」。如遇英國假期則沿用上一工作日定盤價格。
如果在定價日的彭博系統GOLDLNPM頁面未顯示該等定盤價，則由乙方憑善意原則和市場慣例確定所適用的定盤價。

[/ ]年[ / ]月[/ ]日至[/]年[/ ]月[/]日
如期間存款產品提前終止，觀察期為則為[/ ]年[/ ]月[ /]日至提前終止日。

國際掉期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ISDA）所規定的中國工作日。
觀察期內每個觀察日掛鉤標的倫敦黃金市場之黃金定盤價格。

2.2 收益計算方式
2.2.1 產品收益
2.2.2 固定收益

2.2.3 浮動收益

2.2.4 觀察期存續天
數

2.2.5 管理費

產品收益=固定收益+浮動收益
固定收益=本金金額×[2.10%]×觀察期存續天數/365

若觀察期內任意一天掛鉤標的觀察日價格大於等於5000美元/盎司，則不再觀察，觀察期結束後，浮動收益=本金金額×[/%]×觀察期
存續天數/365；
若觀察期內所有觀察日價格均大於等於50美元/盎司且小於5000美元/盎司，則觀察期結束後，浮動收益=本金金額×[ 1.70 %]×觀察期
存續天數/365；
若觀察期內任意一天觀察日價格的表現小於50美元/盎司，則不再觀察，觀察期結束後，浮動收益=本金金額×[ / %]×觀察期存續天數
/365。

如期間本存款產品未提前終止，觀察期存續天數為起息日至到期日（不含該日）的天數；
如本存款產品提前終止，觀察期存續天數為起息日至提前終止日（不含該日）的天數。

本存款產品收益的計算中已包含（計入）乙方的運營管理成本（如賬戶監管、資金運作管理、交易手續費等）。甲方無需支付或承擔
本產品下的其他費用或收費。

2.3 本存款產品本金
與收益的支付日

符合本協議第六條相關約定的，本存款產品的本金與收益在產品到期日或乙方提前終止指定支付日由乙方一次性進行支付。

    （二）公司內部需履行的審批程序。
    本次購買的理財產品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詳見2019年3月29日《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以及www.
sse.com.cn公司公告）

    三、對公司日常經營的影響
    公司運用自有閒置資金購買興業銀行企業金融結構性存款協議（封閉式）2018版，是在確保公司日常運營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的，不
影響公司日常資金正常周轉需要，不會影響公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
通過購買此理財產品，可以進一步提高公司閒置自有資金的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公司股東取得更多的投資回報。

    四、公司理財產品合同的主要內容
    購買此理財產品由公司與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簽訂相關理財產品認購確認書。
    1、基本說明
    結構性存款是指通過與利率、匯率、指數等的波動掛鉤或與某實體的信用情況掛鉤，使存款人在承擔一定風險的基礎上獲得更高收益的業
務產品。
    2、產品說明
    本存款產品為人民幣保本浮動收益型產品。本存款產品收益分為固定收益和浮動收益兩部分,浮動收益與掛鉤標的倫敦黃金市場之黃金定盤
價格的波動變化情況掛鉤。若在本存款產品存續期間的指定觀察日倫敦黃金市場之黃金定盤價格小於50美元/盎司，則甲方獲得的實際收益可能
低於甲方的預期收益目標。

    五、風險控制措施
    公司本著維護全體股東和公司利益的原則，將風險防範放在首位，對購買的理財產品嚴格把關、謹慎決策。在該理財產品存續期間，公司
將及時分析和跟蹤理財資金的運作情況，與相關銀行保持密切聯繫，加強風險控制和監督，嚴格控制資金的安全性。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購買理財情況
截止到本公告日，公司本年度已到期及正在執行的銀行理財產品的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  幣種：人民幣

理財產品名稱 理財產品
類型 金額 起止日期 年化

收益率 公告編號 實際回收本金金額 實際獲得收益

平安銀行對公結構性存款
（掛鉤利率）產品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8-05-16至2019-05-13 4.40% 2018-015 2,000 87.28

浦發銀行利多多對公結構
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8-05-16至2019-05-11 4.40% 2018-015 2,000 87.02

中信銀行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8-06-22至2019-06-21
4.70%

-
5.20%

2018-023 2,000 93.74

上海農商銀行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3,000 2018-07-03至2019-07-05
1.50%

-
4.60%

2018-025 3,000 138.76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8-10-19至2019-04-19 4.00% 2018-029 2,000 40.00

上海銀行「穩進」2號結構
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9-04-22至2020-04-21

1.00%
-

3.60%
2019-014 正在履行

光大銀行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3,000 2019-5-7至2019-11-7 3.85% 2019-023 正在履行

中信銀行結構性存款 結構性存款 4,000 2019-5-21至2019-7-19
3.90%

-
4.40%

2019-028 正在履行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結構性存款 2,000 2019-6-24至2019-12-24
2.10%

-
3.80%

2019-032 正在履行

    七、獨立董事關於公司使用部分閒置自有資金購買理財產品的意見
    獨立董事關於公司使用自有閒置資金購買經國家批准依法設立的且具有良好資質、較大規模和徵信高的金融機構發行的低風險理財產品的
意見，詳見本公司於2019年3月29日刊登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上的《上海開開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董事會授權購買低風險理財產品的獨立意見》。

    八、備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
    （二）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董事會授權購買低風險理財產品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二一九年七月六日

股票代碼：600272   900943  股票簡稱：開開實業  開開B股  編號：2019—033

上海開開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購買銀行理財產品的公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有望膺本年度新股集資王的百威亞
太（01876）昨起招股，港元拆息普
遍回落，不過隔夜息、1星期及2星
期拆息仍企穩3厘以上。銀行公會主
席禤惠儀昨表示，雖然半年結剛過
去，但由於大型新股招股活動進行
中，令港元需求增加，導致近日拆
息持續偏高，相信情況短期會持
續，直至今季大型招股活動結束。
港元拆息昨普遍回落，其中隔夜

息微跌至3.05143厘，1星期及2星期
拆 息 分 別 微 跌 至 3.49357 厘 及
3.64571厘，與供樓按息相關的1個
月港元拆息跌至2.97964厘，3個月
拆息則微升至2.65643厘。長息方
面，半年期拆息報2.42375厘，1年
期拆息報2.42534厘。港匯持續偏
強，截至昨晚7時，報7.7936。

經濟下行壓力稍紓 挑戰仍存
禤惠儀昨表示，雖然市場普遍預

期美聯儲本月會將減息，但最近港
元拆息高企，本地資金成本相對較
高，如未來續受招股活動及企業派
息等因素影響，料短期內港息仍會
維持現水平。
她亦認為，港匯近日轉強是正

常，主因現時港元拆息高企、甚至
高於美息，導致套息交易近乎絕
跡，加上企業準備資金派息，令港

元需求增加，相信港匯短期內仍會
在現水平徘徊。
外圍方面，禤惠儀提到，G20峰會
後中美重啟經貿磋商，同時承諾不
再加徵新關稅，而市場亦預期美聯
儲將會減息，相信環球經濟進一步
下行壓力將稍為紓緩，不過她提
醒，面對不明朗因素，下半年經濟
環境仍存挑戰，而香港屬於外向型
經濟體難免會受影響，籲業界及市
民需慎防風險。

環聯網上查閱有望短期恢復
另外，環聯資訊去年被揭有保安

漏洞，隨即叫停網上個人信貸報告
查詢服務，至今相隔逾半年，禤惠
儀透露，事發後銀公及金管局一直
關注事件並提出一系列跟進要求，
包括即時暫停網上服務、提供獨立
評估報告、提升網絡安全性並改善
流程和管理質素，以及委託獨立第
三方評估改善後的成效，而環聯在
過去一段時間已為相關問題作出跟
進，並擬於短期內恢復網上查閱服
務。
對於部分銀行由8月起取消個人戶

口低結餘收費，禤惠儀認為普及金
融為大勢所趨，樂見銀行取消或減
少相關收費，又指銀行未來透過多
元化產品及服務體驗等爭取生意，
相信有助業界繼續良性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新城發展控股
(1030)原董事長王振華涉猥褻被捕，評級機構標
普及惠譽將其列入負面觀察名單，系內公司股價
續有沽壓，新城控股A股昨早開市後跌停板，新
城發展（1030）及新城悅服務（1755）昨亦分別
再跌6.68%至6.71元及10.88%至5.08元。
標普表示，前主席王振華遭扣留及調查，將對

公司名聲及品牌造成嚴重損害，但由於相關指控
僅涉個人層面，對公司業務及融資活動影響還有
待確定，將新城發展列入負面觀察名單，直至事
件明朗化，給予長期發行人評級「BB」，已發
行無抵押債券評級「BB-」。惠譽將新城發展控
股、新城控股(601155.SH)列入負面觀察。惠譽
表示，在創始人王振華被內地警方刑事拘留後，
兩家公司的業務和財務風險都有可能惡化。
惠譽認為，這些事件可能會對兩家實體的運營

和財務表現產生負面影響，這包括因聲譽損害而
導致公司的房屋預售和土地購置活動可能出現惡
化。這些公司的融資渠道也可能受到影響，儘管
迄今為止其債務沒有違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新
加坡機電服務供應商坤集團（0924）
昨首日在港掛牌，收報1.16元，較招
股價0.5元上升0.66元或132%，最高
曾見1.25元，低位0.79元，全日成交
1.42億股，涉及金額1.48億元。不計
手續費及佣金，一手 8,000 股可賺
5,280元。
坤集團是次來港上市共發售2.5億

股，並引入周大福（1929）與新世界
發展（0017）執行董事鄭志恒為基石
投資者認購4,000萬股。其公開發售獲
逾 13 倍超購，認購一手中籤率為
6.83%，股份以招股範圍下限定價，料
集資淨額約9,500萬元，主要用作收購
ME01工種至少「L4」評級下註冊新
加坡ACMV承建商、招聘額外員工、
擴充物業，以及用於進行電機工程項
目初期的前期成本、購買額外機器及
設備等。

中信出版深交所首掛漲停
此外，中信股份（0267）旗下中信

出版昨正式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碼
為300788.SZ，首次公開發行4,753.79
萬股，發行價格為每股14.85元（人民
幣，下同）。首日開盤股價攻上漲

停，升43.97%，收報21.38元。資料顯示，中
信出版去年實現營業收入16.34億元，按年增
28.5％，實現淨利潤 2.07 億元，按年增
13.9％。2019年第一季，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3.9億元，歸母公司淨利潤0.57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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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連接上海與倫敦證券市場的「滬倫
通」上月中正式啟動，符合條件的
兩地上市公司，可以發行存託憑證
並在對方市場上市交易，以擴大投
資者基礎，而匯控（0005）將成為
首家可以在上海發行預託此證券的
英國上市公司。
根據上交所昨發公告指，根據相

關規定，上交所對匯豐銀行有限公
司（英國）予以滬倫通全球存滬倫
通GDR憑證（GDR）英國跨境轉換
機構備案。
而在滬倫通通車後，作為券商行
業頭牌之一的華泰證券（6886），
早前已成為首間可於倫敦發行全球
預託證券、在上海掛牌的上市公
司，並集資約20億美元。

列「負面觀察名單」
新城系捱沽

匯豐獲滬倫通GDR轉換機構備案

港元拆息短期料續偏高

大華繼顯的研究報告指，目前市場對
歐美兩大央行的短期寬鬆措施，期

望日漸高漲，是G20峰會後，支持外圍
股市向上的主因。不過，港股只能窄幅
上落，成交也低迷，除了宏觀因素外，
最主要還是近期大型新股IPO，令市場
「缺水」有關。

百威IPO 抽緊市場資金
由於昨日起招股的百威(1876)集資額或

高達764億元，使市場資金抽緊，從港
匯持續高企的情況可見一斑。報告認
為，在此情勢下，港股料會繼續在
28,800點左右整固，並要觀望美國6月
份非農業新增職位數字，後市短期才有
方向。
國指昨日收報10,895點，跌18點。大

市缺乏方向，資金流入高收益股，領展
(0823)再創新高，高見99.8元，離「紅底
股」只有一步之距，收市仍升1.2%。同
為收息股的港鐵(0066)亦連升4日，創54
元新高。

大行唱淡 吉利急挫逾6%
吉利汽車(0175)遭花旗降評級及目標

價，評級由「中性」降至「沽售」，目
標價亦由16.4元，大幅降至9.3元，該股
全日急挫6.4%報12.68元，是最差表現
藍籌股。花旗直言，吉利的黃金年代已
經過去，故調低該公司2019至2021年的
盈利預測至81億元人民幣、109億元人
民幣及117億元人民幣，該行認為，吉
利的產品老化、與經銷商的經營模式轉
差等，都困擾吉利。

半新股中煙(6055)繼續帶股民玩「過山
車」，經歷前兩天的大跌後，該股昨日
又反彈21%，收報16.66元，成交額高達
11.5億元。該股雖仍較本周高位28.5元
低約四成，但仍然大幅高於招股價，所
以預料炒家對該股仍會「樂此不疲」。
評級機構將新城發展(1030)評級展望降

至負面，新城發展及同系的新城悅(1755)
跌6.7%和11%。有證券經紀表示，原本
新城系的控股股東王振華被內地拘留應
只屬其個人問題，但內地輿論對此的批
評甚為強烈，五大官媒都先後發聲要求
嚴查嚴懲，更質疑背後有否「犯罪
鏈」、疑犯又有沒有前科等，令市場擔
心新城系會否再有隱藏問題尚未爆出，
勢張進一步打擊投資者對上述兩股的信
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

紹基) 大市繼續缺乏方向，

港股全日窄幅波動，收市微

跌20點，是連跌第3日，收

報 28,774 點，成交額萎縮

至僅564億元，為2月以來

最少的單日成交。市場人士

指出，適逢美國國慶，美股

休市，投資者缺乏方向，加

上無論中美貿易談判、美國

息口走向、內地經濟數據

等，都令市場看不透，股民

自然抱觀望態度，大市亦會

買賣兩閒。總結全周，雖然

連跌 3 日，但恒指仍累升

232點。 ■本周港股因缺乏方向，股民抱觀望態度，大市「買賣兩閒」致成交額續萎縮。資料圖片

■禤惠儀稱
如未來續受
招股活動及
企業派息等
因素影響，
短期內港息
仍會維持現
水平。
馬翠媚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