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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现
就会议须知通知如下：
一、本次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大会的正常
秩序和议事效率，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二、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请
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及相关人员准时到达会场签
到确认参会资格。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相关工作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拒绝
其他人进入会场。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
大会的正常秩序。
四、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应于会议开始前在签到处登记，并填
写“股东发言登记表”。股东发言应围绕本次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发
言时应当先介绍姓名或股东单位，每位发言时间不超过 3 分钟。由于本次股东大
会时间有限，股东发言由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公司不能保证填写“股东发言登
记表”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股东可将有关意见填写在登记表上，
由大会会务组进行汇总。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集中回
答股东提问。在大会进行表决时，股东不再进行大会发言。股东违反上述规定，
大会主持人有权加以拒绝或制止。
五、本次大会的现场会议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现场股东以其持有的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对表决票中表决事
项，发表以下意见之一来进行表决：“同意”、“反对”或“弃权”。股东在投
票表决时，未填、填错、字迹无法辩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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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
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行使表决权，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
复进行表决的，或同一表决权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
投票结果为准。
七、为保证会场秩序，场内请勿大声喧哗、随意走动；谢绝个人录音、拍照
及录像；对干扰会议正常秩序、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工作人员有权予
以制止。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

4 / 33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时间：2021 年 6 月 4 日 14 时
二、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 101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人员：股东、股东代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等。
四、召开会议：
第一项：大会主持人宣布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开始。
第二项：由大会主持人公布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人次和代表股份数额并介绍
出席的董事、监事、列席的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三项：大会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注意事项。
第四项：宣读并审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
1

《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7.00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01

公司向关联方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

7.02

公司向关联方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

7.03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江苏洛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7.04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乐清竞取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7.05

公司向关联方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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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7.07

公司控股子公司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江苏洛云电力科技有限
公司采购产品

8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0

《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监事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第五项：公司董事、监事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回答股东的提问。
第六项：推举大会计票人和监票人各两名。
第七项：与会股东进行投票表决。
第八项：统计表决票并由监票人宣读表决结果。
第九项：宣读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第十项：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第十一项：签署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会议记录。
第十二项：大会主持人宣布会议圆满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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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度，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
用。现将本届董事会 2020 年度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0 年董事会工作回顾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1）主营业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9,563,152.7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3.17%；
净利润 74,812,647.42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5.30%；经营性现金流净额-92,184,1
44.76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15.0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386,822,470.
95 元，同比增长 37.21%，所有者权益为 812,680,876.16 元，同比增长 18.48%。
（2）主营业务分类情况详见公司《2020 年度报告》。
（3）主要客户情况：
2020 年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的销售金额合计：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34,131.23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38.80%；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9,506.6
2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0.80 %。
（二）董事会 2020 年度的日常工作
2020 年公司组织召开了 7 次董事会，主要内容如下：
1. 2020 年 4 月 23 日组织召开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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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19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5

《关于<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6

《关于<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9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0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1

《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2

《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及 2020 年薪酬方案的议
案》

13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1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5

《关于<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16

《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17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8

《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2020 年 5 月 18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

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2020 年 6 月 23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
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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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 8 月 25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
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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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0 年 9 月 21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会董事审议
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6. 2020 年 10 月 29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会董事审
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 2020 年 12 月 24 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与会董事
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三）筹备召开股东大会及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1 次股东大会，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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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和
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认真履行职责并全面执行了股东大会决议的全
部事项。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运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依据《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
《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职权范围运作，提出专业
的意见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二、2021 年董事会工作规划
2021 年，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贯彻落实股东
大会的各项决议，从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勤勉履职，按照继定的经营目标和发
展方向，努力推动实施公司的发展战略，不断规范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夯实公
司持续发展的基础，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附：独立董事提交的《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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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作为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在
2020 年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
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现将 2020 年度本人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的情况向股东大会汇报如下：
一、

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1、独立董事个人履历及兼职情况
王文凯先生：生于 1968 年 9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文化，
中国资深注册会计师，公司独立董事。1988 年 9 月至 1994 年 3 月历任常州会计
师事务所员工、副经理；1994 年 4 月至 1995 年 10 月，于香港刘迪炮会计师事
务所工作培训；1995 年 11 月至 1997 年 8 月，历任常州会计师事务所经理，高
级经理，所长助理；1997 年 9 月至 1998 年 2 月，借调中国证监会国际业务部工
作；1998 年 3 月至 1998 年 12 月，任常州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1999 年 1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常州正大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200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2014 年 1 月至今，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
事务所合伙人。兼任情况为：2006 年 7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 年 2 月至今，担任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9 年 1 月至今，担任江苏日盈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8 月至今，担任江苏宏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0 年 11 月至今，担任
常州公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张金波先生：生于 1967 年 4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
生文化，公司独立董事。1994 年至 1997 年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常州科研试制中
心工程师，1997 年至今任河海大学副教授，2015 年 6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现兼任江苏省输配电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常州帕斯菲克自动化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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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董事。
许永春先生：生于 1969 年 3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生学历。2011 年 11 月至 2014 年 9 月，任浙江尖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现名：
浙江尖山光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14 年 10 月至 2016 年 8 月
任桂林罗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现兼任上海珺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
理、上海嘉颐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福居敬老院（民非）理事。
2、独立董事独立性说明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及直系亲属均不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本公司或本
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3、其他情况
陈斌才先生因个人原因于 2019 年 1 月向董事会申请辞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及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鉴于陈斌才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
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2020 年 6 月，股东大会增选许永春为公司独立董事。
二、

独立董事在公司专门委员会的任职情况

审计委员会：王文凯，季慧玉，许永春
提名委员会：王文凯，许永春，谈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金波，许永春，谈行
战略委员会：谈行，臧文明，张金波
三、

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一）2020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7 次会议。独立董事出席会议情况如
下：
董事
姓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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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股东
大会情况

现场
本年应参加
出席
董事会次数
次数

以通讯
方式参
加次数

委托出
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
次未亲自参
加会议

出席股东
大会次数

王文凯

7

0

7

0

0

否

1

张金波

7

0

7

0

0

否

1

陈斌才

2

0

2

0

0

否

1

许永春

5

0

5

0

0

否

0

（二）相关决议及表决结果
报告期内，作为独立董事，在参加每次董事会会议前，我们对每个议案均进
行了认真审阅，并结合自身专业背景与从业经验提出专业建议，独立、客观、审
慎地行使表决权。报告期内，我们对董事会及所任专门委员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
投了同意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形。
（三）进行现场考察情况
2020 年度，我们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定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等情况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内
控规范体系建设以及董事会决议执行等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密切关注公司治理、
生产经营管理和发展等状况。
（四）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的情况
独立董事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工作人员给予了积
极有效的配合和支持，及时、详细提供相关资料，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生产
经营动态。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建议，公司积极予以采纳，对要求补充的信息及时
进行了补充或解释，保证了独立董事有效行使职权。
四、

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

（一）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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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为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请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参
与了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2020 年，本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的各项关
联交易主要是双方生产、经营过程中正常的经营行为，公司与各关联方交易价格
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发现关联交易存
在损害本公司以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报告期内未发现为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将资金直接或间接提供给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使用的情形。
（三）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 16,000,000 元，占当年合并报表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3.14%。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制定的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及
相关利润分配的规定，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计划的实施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
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我们对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与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对于募集资金的存
放与使用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没有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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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守尽职，遵循独立、客观、公众的执业准
则，尽职尽责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允、客观地评价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延期，我们对其进行了
监督与审核，我们认为：本次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七）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认为，公司
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公平，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八）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执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报告期内，各专门委员会顺利的按其工作制度开展工作，以认真负责、勤勉诚信
的态度忠实履行各自的职责。
五、

总体评价及建议

2020 年度，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忠实勤勉、恪尽职守，积极履行职责。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层之
间进行了良好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为推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与优化、维护公司
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2021 年，我们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坚持客观、公正、
15 / 33

独立的原则，勤勉尽责，不断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进一步加强与公司董事、监
事及管理层的沟通，运用专业知识及经验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建议，为董事
会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推动公司持续、健
康、稳定的发展。

独立董事：王文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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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波

许永春

议案二: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20 年，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
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谨慎、认真地
履行了自身职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保证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利益和投
资者利益。监事会对公司经营计划、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财务状况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子公司的经营情况进
行监督，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一、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管理行为和业绩的基本评价
2020 年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
则》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广大中小股东权益出发，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监事会列席了 2020 年历次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并认为：董事会认真执
行了股东大会的决议，忠实履行了诚信义务，未出现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监事会
对任期内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经营班子勤勉尽责，认真执
行了董事会的各项决议，经营中不存在违规操作行为。
二、监事会会议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7 次会议：
（一）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
案》

3

《关于公司 2019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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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6

《关于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8

《关于<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9

《关于<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10

《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12

《关于确认公司 2019 年监事薪酬情况及 2020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二）2020 年 5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子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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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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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0 年 9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1

议

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六）2020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七）2020 年 12 月 24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

案

1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及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
案》

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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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现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 年公司财务指标：
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79,563,152.73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43.17%；
公司净利润为 74,812,647.42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55.30%。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92,184,144.76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15.06%。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386,822,470.95 元，同比增长 37.21%，所有者权益为 812,680,876.16 元，同比
增长 18.48%。
1．资产负债情况比较表
项目/年度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增减变动率（%）

总资产（万元）

138,682.25

101,075.69

37.21

流动资产（万元）

96,670.23

71,065.99

36.03

应收帐款（万元）

37,028.98

20,358.96

81.88

非流动资产（万元）

42,012.01

30,009.70

39.99

固定资产（万元）

24,528.28

12,768.27

92.10

总负债（万元）

57,414.16

32,481.05

76.76

流动负债（万元）

55,426.59

32,278.22

71.72

非流动负债（万元）

1,987.57

202.83

879.91

股东权益（万元）

81,268.09

68,594.64

18.48

实收资本（万元）

16,000.00

16,000.00

0.00

资本公积（万元）

33,941.42

33,941.42

0.00

盈余公积（万元）

2,803.04

2,313.75

21.15

未分配利润（万元）

20,427.25

16,117.58

26.74

41.40

32.14

增加 9.26 个
百分点

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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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润情况比较表
项目/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变动率（%）

营业收入（万元）

87,956.32

61,433.90

43.17%

营业成本（万元）

67,432.18

49,059.62

37.45%

销售费用（万元）

1,548.31

1,536.58

0.76%

管理费用（万元）

4,033.12

2,485.40

62.27%

研发费用（万元）

3,806.92

2,244.51

69.61%

财务费用（万元）

452.48

148.93

203.82%

利润总额（万元）

8,420.74

5,545.07

51.86%

净利润（万元）

7,481.26

4,817.28

55.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6,390.71

4,827.96

32.37%

230.32

417.25

-44.80%

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160.39

4,410.72

39.67%

少数股东损益（万元）

1,090.55

-10.69

不适用

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0

32.56%

净资产收益率（%）

9.01

7.23

增加 1.78 个
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万元）

3.现金流量情况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万元）

-9,218.41

4,286.35

-315.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万元）

-10,325.85

3,378.37

-405.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万元）

10,888.78

-3,844.48

不适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万元）

-8,655.49

3,820.24

-326.57%

（二）各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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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单位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江苏洛凯机电股
份有限公司

68,883.65

4,892.98

60,302.95

4,884.70

常州洛合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

4,772.68

237.71

2,979.07

167.85

常州洛联精密塑
业有限公司

899.81

203.22

377.28

72.24

常州洛高电器有
限公司

8.19

-11.49

-

-14.40

常州洛盈电器有
限公司

-

-34.12

-

-35.66

江苏洛凯电气有
限公司

10,133.67

1,222.39

970.45

-21.10

常州洛能精密钣
金有限公司

1,320.97

223.11

123.66

55.39

常州洛凯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

511.79

5.82

-

-58.21

泉州七星电气有
限公司

13,806.87

1,205.80

不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如下：
（一）编制说明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是根据公司成立以来的实际经营业绩和公司
2021 年度发展战略和计划，在充分考虑现实各项基础、经营能力、未来的发展
计划及下列各项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本着求实稳健的原则而编制。
（二）基本假设
1、公司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无重大变化；
2、公司主要经营所在地及业务涉及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3、公司所处行业形势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4、公司 2021 年度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涉及的市场无重大变动；
5、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运作不会受诸如交通、电信、水电和原材料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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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短缺和成本中客观因素的巨大变动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6、公司生产经营业务涉及的信贷利率、税收政策以及外汇市场汇价将在正
常范围内波动；
7、公司现行的生产组织结构无重大变化；本公司能正常运行，计划的投资
项目能如期完成并投入生产；
8、无其他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本公司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预算指标
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为：
1、营业收入 106,000 万元；
2、净利润 8,600 万元。
特别提示：本预算为公司 2021 年度经营计划，为公司内部管理控制考核指
标，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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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202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关于<2020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2020 年年度报告》和《2020 年年度报
告摘要》。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 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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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907,107.72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
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183,927,542.30 元。
为回报广大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同时兼顾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利润
分配方案为：公司拟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60,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股利 16,000,000.00 元，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5.04%。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到下年。公司 2020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也不
进行送股。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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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及日常经营资金需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营运能
力，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85,000 万元银行综合授信额
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贸易融资（信用证）授信、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银承授信额、非融资性保函、交易对手风险额度等综合授信业务。因银行贷款需
要，关联方江苏汉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谈行及龚伟将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融资金额，实际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
最后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无须公司另行出具协议。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董事会提请授权董事长在授信额度总
规模范围内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文件。上述融资额度及授权期限自公司 2020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一日。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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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以及公司 2021 年的经营计划，
公司对 2021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预计，具体内容如下：
1、 公司拟向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
超过 2,000.00 万元
2、 公司拟向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交易金
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
3、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洛凯电气有限公司拟向江苏洛云电力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150.00 万元
4、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洛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拟向乐清竞取电气有
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300.00 万元
5、 公司拟向浙江企达电气有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
6、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销售产品，预计合计
交易金额不超过 17,000.00 万元
7、 公司控股子公司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拟向江苏洛云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预计合计金额不超过 1,100.0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项议案关联股东及股东代表回避表决。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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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具有证券
业从业资格，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丰富经验和职业素养，在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期间，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及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为保
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公司拟续聘信永中和担任公司 2021 年度审
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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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董事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董事 2020 年度薪酬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员工情况”中“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2021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薪酬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标准均为 50,000 元/年（税前）。
二、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薪酬将在 2020 年度薪酬基础上，根据公司经营业绩、
个人所处岗位工作业绩等方面综合确定，不另外领取董事薪酬。
三、公司可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方案进行调整，并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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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确认公司 2020 年监事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监事 2020 年度薪酬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24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第八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员工情况”中“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2021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具体如下：
一、公司监事薪酬将在 2020 年度薪酬基础上，根据公司经营业绩、个人所
处岗位工作业绩等方面综合确定，不另外领取监事薪酬。
二、公司可根据公司未来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上述方案进行调整，并提交公
司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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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满足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子公
司发展需要及 2021 年度资金需求，实现高效筹措资金，公司拟对下属子公司按
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期限为自本议案经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1 年预计担保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预计提供担保的
最高额度（万元）

江苏洛凯电气有限公司
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
合计

3,500
3,500
7,000

截止目前担保余
额（万元）
2,550
0
2,550

上述额度为 2021 年度公司预计提供担保的最高额度，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
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实际借款金额。在未超过年度预计担保总额
的前提下，在未超过年度预计担保总额的前提下，各被担保人的担保额度可内部
调剂使用。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公司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范围内，从维护公司股东利
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担保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更改相关
协议，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洛凯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8 年 9 月 4 日
注册地点：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永安里路 101 号
法定代表人：臧文明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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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电力系统综合保护装置、自动化系统设备、高压开关柜、智能环
保型开关及开关设备、温湿度控制器及智能电网控制装置、充电站设备、高低压
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电子产品的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铁路设
备、油田设备、电力设备、电工器材、电器原件、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计算机
及电力自动化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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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洛凯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 51.00%的股权，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2.5%的股权，自然人股东
闫涛持有其 5.00%的股权，张正辰、陈育鑫、陈跃欣各持有其 0.5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洛凯电气资产总额为 134,769,372.82 元，
负债总额为 75,820,390.85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元，流动负债
总额 75,820,390.85 元，净资产 134,769,372.82 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336,654.3 元，实现净利润 12,223,930.66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洛凯电气资产总额为 147,088,987.97
元，负债总额为 75,820,390.85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 元，流动
负债总额 86,468,370.48 元，净资产 147,098,458.97 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
收入 16,604,600.98 元，实现净利润 1,671,635.52 元。
(二)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 年 1 月 5 日
注册地点：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常泰街道华星社区江南高新技术园区泰明街
6号
法定代表人：黄春铃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设备和器材的生产、销售、代理；配电开关及控制设备销售；
电力技术的研发及咨询；电力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施工、维护；电力设备租
赁；水电设备、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安装；销售：建筑材料，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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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及民用爆炸
物品），摩托车，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动力机械设备；环保工程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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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七星电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本公司持有 51.00%的股权，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七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2.5%的股权，自然人股东
闫涛持有其 5.00%的股权，张正辰、陈育鑫、陈跃欣各持有其 0.50%的股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泉州七星资产总额为 150,398,303.61 元，
负债总额为 44,898,937.47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44,898,937.47 元 ， 净 资 产 105,499,366.14 元 ， 2020 年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38,068,681.56 元，实现净利润 12,058,022.41 元。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泉州七星资产总额为 155,611,675.12
元，负债总额为 47,942,476.07 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
47,942,476.07 元，净资产 107,669,199.05 元，2021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34,472,862.27 元，实现净利润 2,169,832.91 元。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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