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29� � � �公司简称：洛凯股份

半年度

报告摘要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一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韩建河山

603616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雪 崔钢

电话

010-56278008 010-5627800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路北街智汇雅苑

6

号院

6

号楼

8

层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卓秀路北街智汇雅苑

6

号院

6

号楼

8

层

电子信箱

hjhszqb@bjhs.cn hjhszqb@bjhs.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42,901,961.75 2,289,100,473.97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9,861,605.29 788,293,513.97 0.20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443,392.72 -144,812,510.77 81.74

营业收入

380,345,796.06 345,238,079.75 1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1,063.01 3,861,529.40 -5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37,313.74 -13,697,873.33 115.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20 0.50

减少

0.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54 0.0132 -5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54 0.0132 -59.0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03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北京韩建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82 140,297,200 0

质押

101,378,979

田玉波 境内自然人

1.70 5,000,000 0

无

0

黄江畔 境内自然人

1.09 3,211,153 0

无

0

田兴 境内自然人

1.06 3,100,000 0

无

0

田玉涛 境内自然人

0.79 2,306,200 0

无

0

李德奎 境内自然人

0.68 2,000,000 0

无

0

田雄 境内自然人

0.68 2,000,000 0

无

0

深圳璞石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2 1,807,500 0

无

0

郑晏文 境内自然人

0.53 1,545,000 0

无

0

阳亚男 境内自然人

0.52 1,535,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韩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田玉波为韩建河山董事；李德奎、郑晏文、田玉涛、田玉波为韩建集团董事。

田玉波与田玉涛为兄弟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韩建河山2019年上半年经营保持稳定，按照年初制定计划，在主营业务市场、调整产业结

构、加快雄安市场开拓、畅通财务循环、盘活现有资产等方面取得了成效，2019年上半年公司

实现收入3.8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8万元。

1、确保PCCP主营业务市场占有率

2019年1月，公司签订了内蒙古引绰济辽项目第一标段的PCCP供货合同，合同金额6.58亿

元，补充了PCCP订单储备，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引绰济辽工程标段位于科尔沁草原

东部的突泉县，该地区气候多变，狂风黄沙有时夹杂冰雹，昼夜温差15度以上，恶劣天气给建

厂施工造成了极大阻碍。内蒙古分公司的员工们为按时完成施工任务，大家团结一心、顶风冒

雪、百折不饶。目前，内蒙古分公司已经完成办公区、生活区、钢结构车间、成型池、天车轨道等

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8月份进行试生产与型式试验，9月份正式批量生产，2019年度计划累计

生产PCCP管道5km。

2019年PCCP市场计划启动工程项目较多，但大多集中在下半年进行招标。2019下半年公

司将重点开拓PCCP市场，确保PCCP大型工程占有率，重点跟踪：引松供水二期、内蒙引辽济

通、陕西引汉济渭、引哈济党、引江济淮、湖北二期、广西百色引水项目等工程。

2、以清青发力环保市场 争取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9年作为韩建河山转型升级的一年， 公司将改变以PCCP为主营业务的单一经济支撑

模式，重点培育第二产业，形成新的支柱。

2019年，随着国家对环保政策的加强、对环保产业的推动和环保标准的提升，清青环保市

场广阔。清青环保1至6月份实现收入8419万元，净利润2169万元。上半年新承接工程11项，合同

总金额约1亿元。

下半年公司将清青环保市场方面作为重要发力点，利用韩建河山多年在市场上树立的企

业信誉，积累的市场资源，通过承接国家级重点项目工程提升清青环保的企业形象，提高行业

地位，树立自身品牌。在管理上，韩建河山将招聘专业环保人才，组建业务团队，派遣专业管理

人员，协助清青环保做好经营及管理工作。现阶段重点投标工程有：七台河龙洋焦电有限责任

公司焦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余热回收项目、中钢特材科技（山西）有限公司烧结机脱硝项目

及三合村热源项目等，若均能中标，对清青环保下半年的业绩能够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3、合众建材加速外加剂市场发展

合众建材子公司，作为韩建河山迈向外加剂领域的新跨越，公司上半年整体运营稳中有

进，实现收入8041万元，净利润1532万元。合众建材在提升运营品质、拓宽销售渠道、增强技术

研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5月合众建材成功中标京唐铁路项目，作为公司进入高铁工程的

第一标，对下一步进入铁路市场具有战略意义。

下半年，合众建材将继续发挥公司综合优势，巩固现有市场，在保证回款的前提下，积极

开拓新市场、新客户，有效保证完成全年销售任务。重点就雄安第一搅拌站（容西站）寻求合

作机会，努力进入雄安市场，参与新区建设。

4、赞比亚公司的建设

2019年2月赞比亚子公司开始启动生产厂区建设，现阶段已完成厂房、搅拌站、办公室、磅

房、力学性能试验台、沉淀池、养护池等生产设施的初期建设。并与我国驻赞大使馆参赞沟通，

协调与当地政府关系，推广公司产品。市场方面，当前已启动和中航机电部就L400,C400道路

灯杆谈判项目， 已开展与江西电力设计院合作参与赞比亚农村电网改造工程2个标段的投标

工作，并在赞比亚与华为、中通服公司洽谈赞比亚通信杆塔相关业务合作。

2019下半年，赞比亚子公司重点就当地中资企业、各社团、当地政府进行产品宣传与推

广，加快推进落实中航机电、中水十一局卢萨卡污水、中水五局的OPRC农村道路等工程项

目。加强与华为、中通服公司的合作，努力参与通信杆塔建设工程，进入赞比亚通信杆塔市场。

5、清欠小组推进欠款结算

2019年，为进一步畅通资金循环，挖掘内部资金潜力，公司将进一步加强清理债权，针对

未回收的9亿债权，进行跟踪。公司通过成立清欠小组的方式，对各单位债权现状进行梳理，明

确实际债务人、欠款金额、证据资料、当前进展等情况；通过与项目负责人及业务人员对接，根

据不同债权性质确定回款计划或诉讼计划，后续根据计划跟踪进展。与不能完成回款计划的

单位进行重点沟通挖掘深层次原因，对限期仍不能回款的债权，清欠小组介入，采用委托外部

机构收款、诉讼、协商等方式解决。对PCCP业务质保金到期因档案资料未提交造成未收回的

项目，总部成立债权资料小组，与项目人员一起进行重点公关，通过集中办公方式完成档案整

理工作，推进合同验收、资料移交等，加快了PCCP业务质保金的结算回收进度。2019年上半

年，资金回笼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9年下半年，公司清欠小组将进一步落实债权回收工作，继续加强各单位回款责任人

跟进情况，出台奖惩制度明确奖惩标准；对重大债权项目总部和责任单位共同配合推进，加强

沟通，形成合力；充分借助律师、咨询机构和外部清债公司的力量，给债务人施压来推进债权

回款。

6、推进绩效考核 搭建薪酬体系

为了提升公司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2019年编制完成了新的《员工绩效管理制度》，

为以后员工培训、薪酬调整及人才梯队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9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推

动薪酬激励体系落地工作，实现一系列改革。及时发现绩效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不断

纠偏，确保员工绩效管理体系健康有序进行。继续搭建完善培训体系，分阶段、分层次、分步骤

地进行员工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岗位技能、企业文化培训、拓展训练、公司规章制度培训等内

容。加强中高层以上员工和专业技能员工的培训工作。充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改善公司现

有管理模式，提升企业发展潜力。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

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追溯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影响。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不需要追溯调整。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影响。

（3）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因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

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 结合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除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相应调整的报表项目仅调整首次执行日及当期报表项目外，变更的

其他列报项目和内容，应当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变更当期的列报要求进行调整。该会

计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的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03,737,830.53

应收票据

44,746,829.48

应收账款

858,991,001.0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40,841,557.30

应付票据

216,588,998.10

应付账款

324,252,559.20

（4）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至5月期间颁布修订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

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

则” ）。

根据衔接规定，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金融工具

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

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除上述外，本期公司无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洛凯股份

60382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邵家旭 尤佳

电话

0519-88794263 0519-88794263

办公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

101

号 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

101

号

电子信箱

Stocks@rocoi.cn Stocks@rocoi.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17,008,892.49 941,202,749.4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0,275,799.06 654,107,191.69 -0.59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21,429.69 -4,791,824.95

营业收入

254,019,265.21 246,313,619.05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48,607.37 21,358,417.77 -3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950,064.20 17,046,050.57 -29.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2.16 3.46

减少

1.3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0.13 -30.77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3,11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常州市洛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4 35,900,000 35,900,000

无

0

常州市洛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19 32,300,000 32,300,000

无

0

常州市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3 19,400,000 19,400,000

无

0

上海电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8 15,000,000 0

无

0

常州润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 8,800,000 0

无

0

上海添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8 8,600,000 0

无

0

上海证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证大量化增长

1

号私募

基金

其他

0.24 379,100 0

无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500

量化增强

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359,500 0

无

0

王杏元 境内自然人

0.19 306,300 0

无

0

王志斌 境内自然人

0.16 255,4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常州市洛辉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洛腾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洛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上半年度，面对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平稳向前的外部环境，公司在董事会

的正确领导下，在经营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着公司制定各项经济指标，

有效的推进重点工作，在维持现有业务的情况下，重点发展公司中压业务；着重调整公司人员

薪酬结构及人员培训形式，为公司后续发展打下夯实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4,

019,265.21�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13%，净利润为14,839,574.55�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89%。

（一）客户及市场方面

公司的主要客户多是行业内的国际、国内知名企业，与本公司有着多年的良好、稳定的合

作关系。公司多年来，始终定位于行业内的中高端市场，专注于行业内中高端产品以及技术前

沿新型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建有专业的营销团队，能够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及时、

准确的反馈给公司管理层和研发团队，尤其对于毛利较高、业务量逐年增长的中高端跨国公

司客户，公司设有专门的国际事业部负责产品开发、营销和售后服务。通过专业的管理与服

务，对于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公司能够为其量身定制优化方案，提高产品应用性能及节约相关

成本。

（二）研发及技术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和对设备的投入，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管理考核，

以确保高质量、高效率、高经济性地完成研发任务；同时还持续推进技术改造项目，坚定的推

动主业升级和规模扩张，增强了企业的发展后劲和竞争实力。知识产权方面，公司报告期内新

增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进一步稳固了公司自主创新水平及公司在行业内的高新

技术企业地位。未来，公司将继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新品开发力度并加深与高等院校、国内

外知名电器厂商等的合作，巩固公司在中高端市场中的领先优势。

（三）运营方面

内部管理方面，公司持续全面推行“3E7S管理” ，不断改善生产流程、提升管理水平、优化

人员结构，从生产一线到后勤管理，保障了持续稳定、高效的发展。

信息化管理方面，公司进一步优化了ERP业务管理系统，从供应商开发、原材料采购、生

产现场管理、库存管理、质量检测到产品交付、客户使用信息反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的精确控制，确保公司高效运营。

（四）人力资源方面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结合主营业务特点，为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建立了事

业部制运营结构，形成了总公司管理下的子公司和事业部运作方式。同时，公司为了适应长期

发展战略，在维持现有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中压业务，根据市场变化及公司战略

部署要求，公司拟调整公司的组织架构及人员，以便能更好适应公司未来的发展需要。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

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 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号），统称为新金融工具准则。本集团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本集团

受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的主要为应收款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本集团根据信用风险、单项认定

等方法，对应收款项来预期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出的估计，与新准则要求基本适应，因此集团首

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无追溯调整期初数据的情况。报表列报新增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财政部于 2019年4月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将原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收票据” 及 “应收账款” 两个

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 及 “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利润

表中关于 “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本集团按照

上述通知编制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如下：

2018年1-6月合并利润表调整：

旧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 新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管理费用

19,093,534.05

管理费用

11,078,462.37

研发费用

8,015,071.68

资产减值损失

2,309,950.40

资产减值损失

-2,309,950.40

2018年1-6月母公司利润表调整：

旧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 新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管理费用

18,745,739.69

管理费用

10,730,668.01

研发费用

8,015,071.68

资产减值损失

2,167,581.50

资产减值损失

-2,167,581.50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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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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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8

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19年8月11日

通过电话、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会

议由董事长谈行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行政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洛凯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

（1）由于市场形势好于预期，公司的母排、支架等产品大于预期，销量有所增长，公司拟

对向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预计交易金额额度进行调整， 由不超过250.00万元调

整为不超过1,6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根据公司目前已有订单情况，公司将对其销售的机构件等产品，预期下半年销量将

大幅增加，公司拟对向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预计交易金额额度进行调整，由不

超过1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32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见《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江苏洛凯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3、《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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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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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1日，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1日通过电话、专

人送达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费伟先生召集主

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监事会已对公司2019年1-6月的财务制度、财务状况及财务管理进行了认

真监督、检查和审核，并认真审核了2019年1-6月的财务报表及相关文件，认为2019年1-6月公

司财务行为严格按照会计准则和财务管理内控制度进行，公司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制度完善、

财务状况良好，没有发生公司资产被非法侵占和资金流失等情况；公司2019年中期财务报告

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报告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主要内容：

（1）由于市场形势好于预期，公司的母排、支架等产品大于预期，销量有所增长，公司拟

对向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预计交易金额额度进行调整， 由不超过250.00万元调

整为不超过1,60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根据公司目前已有订单情况，公司将对其销售的机构件等产品，预期下半年销量将

大幅增加，公司拟对向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预计交易金额额度进行调整，由不

超过16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320.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议案主要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以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3、《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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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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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专项报告已经2019年8月21日召开的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专项报告为半年度专项报告， 无须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鉴证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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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上证公字[2013]13号）的规定，现将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洛

凯股份”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691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7年10月17日首

次公开发行普通股 （A股）4,000.00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3元， 募集资金总额28,

92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25,423.55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瑞华验字[2017]01280002号《验

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

目” ）金额为4,225.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为22,370.13�万元。（包含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手续费的净额149.82万元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1,021.77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

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2017年10月17日公司同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分别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江苏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以下统称“开户银行”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该《三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首次公开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

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方式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专户存储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605383830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7,318,804.12

定期

2,627,769.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519902380210908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10,000,000.00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1012010000010000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891,682.4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55560188000001092

募集资金专户 活期

11,863,025.50

合计

-- -- -- 32,701,281.03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一。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无此情况。

（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资金划

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户日止)。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尚未归还的情况。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年11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16,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起12个月内，并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的权利，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本报告期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理财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

率

到期时间（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1

综合财富管理

FGDA18941L

保本浮动收益性

10,000 2018

年

11

月

6

日

2019

年

5

月

6

日

182

天

4.58%

是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

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

4,000 2018

年

11

月

6

日

2019

年

5

月

6

日

182

天

4.15%

是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结

构性存款

本金保障型

1,000 2018

年

12

月

3

日

2019

年

6

月

3

日

183

天

4.00%

是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FGDA19200L 5,000 2019

年

5

月

10

日

2019

年

7

月

9

日

60

天

4.33%

否

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

综合财富管理

FGDA19253L 9,000 2019.

年

5

月

20

日

2019

年

7

年

22

日

63

天

4.33%

否

（五）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无此情况。

（六）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无此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无此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对募投资金投资

项目进行整理，重新布局，为提高募集投资项目的实施效率，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更好的整

合优势资源、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调整“断路

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由

“全资子公司常州洛盈电器有限公司” 调整为洛凯股份，断路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地点相应的由“常州市经济开发区，五一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 调整为“常州市武进区

洛阳镇岑村路东侧、永安里路南侧”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的由“常州市经济开发

区，五一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 调整为“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101号” ，并由“建设

2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3,000平方米的试验室”调整为“改建” 。具体情况详见附表二《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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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违规的情形，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

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附表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92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24.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2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不适用

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断路器

关键部

件生产

基地建

设项目

无

19,859.77 19,859.77 19,859.77 2,375.24 3,505.58 -16,354.19 17.65%

建设期

24

个月

一 一 否

研发中

心建设

项目

无

4,208.45 4,208.45 4,208.45 337.09 597.69 -3,610.76 14.20%

建设期

24

个月

一 一 否

营销与

服务网

络建设

项目

无

1,355.33 1,355.33 1,355.33 12.38 121.73 -1,233.60 8.98%

建设期

24

个月

一 一 否

合计 一

25,423.55 25,423.55 25,423.55 2,724.72 4,225.00 -21,198.55

一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

万元）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自资金划出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日起至资金划回至募集资金专

户日止

)

。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有

5,1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归还。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8

年

11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16,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

投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起

12

个月内，并授权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合同的

权利，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4,000

万元购买的理财产品尚未到期赎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

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附表二：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度（

%

）

(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断路器关键

部件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断路器关键

部件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19,859.77 19,859.77 2,375.24 3,505.58 17.65%

建设期

24

个月

- -

否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4,208.45 4,208.45 337.09 597.69 14.20%

建设期

24

个月

- -

否

合计

- 24,068.22 24,068.22 2,712.33 4,103.27 17.05%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对募投资金投资项目进行整理，重新布局，为提高募集投资项目的实施效率，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更好

的整合优势资源、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调整“断路器关键部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实施主体由“全资子公司常州洛盈电器有限公司”调整为洛凯股份，断路器关键部件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的由“常州市经济开发区，五一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调整为“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路东侧、永安

里路南侧”，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地点相应的由“常州市经济开发区，五一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调整为“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

里路

101

号”，并由“建设

200

平方米的办公区域、

3,000

平方米的试验室”调整为“改建”。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募

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

致。

证券代码：603829� � �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2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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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

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及调整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并提交至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

事执行了相应回避表决程序（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2019-004号公告）。同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2019-005号公告）。

2019年5月23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关联股东执行了相应回避表决程序 （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

2019-010号公告）。

2019年8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议案。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调整预计额度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公司2019年的经营计划， 公司对2019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

年原预计金额

2019

年

1-6

月累计实际发

生金额（未经审计）

原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原因

2019

年度调整后预计金额

向关联方租赁房屋

武进区洛阳镇汤墅村民委员

会

27.00 0.00 / 27.00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或

商品

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不超过

2,200.00 486.09 /

不超过

2,200.00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

(

集团

)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不超过

300.00 0.00 /

不超过

300.00

江苏洛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不超过

1,500.00 267.88 /

不超过

1,500.00

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 不超过

250.00 857.26

市场形势好于预期，对

公司的母排、支架等产

品大于预期，销量有所

增长

不超过

1,600.00

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 不超过

160.00 0.00

根据公司目前已有订单

情况，公司将对其销售

的机构件等产品，预期

下半年销量将大幅增加

不超过

320.00

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原预计额度合计为不超过4,437.00万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合计为1,611.23万元，基于目前的市场形势，公司将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合计额度调整为不超过5,947.00万元。

三、本次调整涉及的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清竞取” ）

（1）基本情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施久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MA2CP8A541

成立日期：2018年5月8日

住所：浙江省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二路281号(上海人民企业集团乐清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内)

经营范围：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高低压电器及配件、电子元件、机电设备、成套设备、五金

配件、塑料件生产、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乐清竞取30.00%的股份，公司认定乐

清竞取为公司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第10.1.3条第五

款规定。

2、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企达” ）

（1）基本情况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施久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MA2AR7AY8A

成立日期：2019年3月4日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柳市镇吕岙村

经营范围：配电开关控制设备、新能源设备、光伏太阳能设备、无功补偿设备、直流屏、发

电机、电源设备、照明设备、互感器及配件、断路器、熔断器、继电器、充电器、充电桩、稳压器、

调压器、传动电器、防爆电器、防雷电器、避雷器、逆变器、滤波器、漏电保护器、插座、路灯光控

开关、墙壁开关、感应开关、时控开关、隔离开关、工业控制设备、高低压电器元件及配件、高低

压电器及成套设备、变压器、壳体、配电箱、箱式变电站、配电柜、电缆分支箱、机电配件、矿用

配件、仪器仪表、通讯设备、电线电缆、电力金具、防爆灯具、电子元器件、塑料件、绝缘子、五金

工具、气动元件、液压元件制造、加工、销售(含网上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浙江企达30.00%的股份，公司认定浙

江企达为公司关联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第10.1.3条第五

款规定。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公司与各相关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销售中高压断路器操作机构和低压断

路器框（抽）架、租赁房屋，系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交易。上述各项日常关联

交易定价将秉承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公开、公允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

五、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系公司基于与关联方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的合理预计，满足了公司经营发展的正

常需要，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将秉承公正、公平、公

开的原则，以市场公开、公允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

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

市公司的独立性。

六、2019年度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9年8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需，是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本次对日常关联预计额度的调整是基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需求，对公司而言交易价格在公允、合法的基础上制定的，符合市场化原则，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以下独立意见：本次调整系基于公司正常业务预计作出的，调整后的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调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调整。

八、监事会意见

2019年8月21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调整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是公司正常经营活动

所需，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明确、合理，符合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

需，是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洛凯股份

调整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保荐机构对洛凯股份上述事项无异

议。

十、备查文件

1、《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

的事前认可意见》；

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

的独立意见》；

5、《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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