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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3086 公司简称：先达股份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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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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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先达股份 60308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江广同 韩恩娟
电话 0543-2328187 0543-2328187

办公地址 山东省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兴博一路 169
号

山东省博兴县经济开发区兴博一路 169
号

电子信箱 cynda@cynda.cn cynda@cy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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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6,699,695.42 2,304,145,473.28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3,890,686.62 1,557,176,380.70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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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28,827.78 102,932,206.59 -55.09
营业收入 965,510,072.01 857,775,015.42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55,090.47 127,105,343.83 -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745,687.21 127,187,708.75 -16.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4 8.95 减少 2.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1 0.81 -24.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1 0.81 -2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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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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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现全 境内自然人 33.52 52,552,091 无

陈绪潇 境内自然人 18.49 28,984,812 无

李壮 境内自然人 2.37 3,717,923 无

陈鸣宇 境内自然人 1.85 2,902,620 无

于素珍 其他 1.44 2,264,640 未知

王萍 未知 1.43 2,236,000 未知

贾玉玲 境内自然人 1.35 2,116,682 无

孙利娟 境内自然人 1.19 1,858,507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金泰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2 966,364 未知

姚长明 境内自然人 0.46 728,99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现全与孙利娟为夫妻关系；贾玉玲与陈鸣宇为母子
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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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外环境， 以及辽宁生产基地

“2·11”意外火灾爆炸事故造成辽宁基地停产整改等诸多不利局面，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管理
层科学筹划，合理调度资源，有序组织进行安全生产和销售布局，积极应对不利因素挑战，统一思想砥
砺前行，全力避免新冠疫情和爆炸事故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较大影响，经营业绩稳步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96,551.01万元，同比增长 12.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9,585.51万元，同比下降 24.59%。主要原因系①主要产品之一烯草酮系列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
降幅较大；②辽宁先达因安全事故停产造成的经营费用增加。 报告期内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管理改进方面
1、通过不断完善公司的规章制度和优化公司流程，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2、健全和完善组织机构建设，完善公司管理架构，借助管理系统优势，从生产经营、财务、人力资

源等多方面齐抓共管，统一管理，控制企业决策风险，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
3、持续加大对创新产品、新工艺和对外合作方面的研发投入，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公司核心

竞争力，更好地抵御市场风险。
4、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利用公司品牌优势，稳定现有市场的情况下持续加大对国内外新市场区域

的开发力度，同时根据产品成本的变化及时调整公司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不断提高市场份额；通过
采取灵活的市场推广策略，不断探索技术服务模式的创新，发掘新的应用领域和客户群体。

（二）产品创新方面
1、对现有生产产品在自动化、工艺、设备、操作流程等方面持续改进和创新，提高操作安全性，稳

定产品质量和收率，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产品竞争力。
2、2020年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新的研发中心，吸引高端技术人才，进一步强化公司研发力量。
3、三个创制新除草剂化合物“喹草酮”“吡唑喹草酯”“苯丙草酮”正在进行产品登记过程中，未来

会逐步进入市场，成为先达新的业绩增长点，也促使先达从生产型企业向创新型企业转变。
（三）销售布局方面
海外市场，公司海外市场开拓取得成果， 上半年实现主要产品出口销量的稳步提升；增加自主产

品的制剂系列产品海外登记投入，上半年投入近 1,000 万元用于制剂产品海外实验，已完成 500 余份
GLP报告，预计下半年在大豆主产区巴西、阿根廷和中南美国家提交登记。

国内市场，通过坚持具有先达特色的技术营销的经营理念，以“深入田间地头、做上千万个试验”
为行动方针，在国内市场赢得良好口碑。2020年上半年受益于东北区域大豆、花生种植面积增加，公司
实现了主要产品烯草酮、异噁草松、咪唑乙烟酸的销量提升。 同时水稻田 26%松·丙噁·丙草乳油、10%
噁嗪草酮悬浮剂、2.4 滴丁酸钠盐可溶液剂和玉米田 30%苯唑草酮悬浮剂等新产品的销量得到提升，
市场初具规模，竞争力优势明显。

（四）安全生产方面
1、针对辽宁先达“2·11”事故，公司从组织机构、资金投入、制度建设、教育培训、安全管理、应急管

理等方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在组织好其他生产基地工作的同时着力推进辽宁生产基地复
产工作。

2、公司从集团安委会层面，加强集团内部的督导检查，确保各子公司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有效
运行。

3、完成博兴、潍坊生产基地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工作。
（五）项目建设方面
公司在组织辽宁先达一期项目复产的同时二期项目“5,000吨烯草酮原药，10,000 吨硫化碱，9,000

吨熔融盐”安装建设稳步推进；潍坊生产基地 3,500吨原药项目完成立项及安全设施设计、评价报告等
相关手续；博兴生产基地新建年产 5,000吨高端综合智能制剂车间项目，该项目正处于立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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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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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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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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监事

会会议”）于 2020年 8月 16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0
年 8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侯天法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0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551.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5.51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4.57万元。 监事会认为：
1、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等各项规

定。
2、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
成果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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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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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董事

会会议”）于 2020年 8月 16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0
年 8月 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现全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0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551.0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85.51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574.57万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董事陈鸣宇先生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调整至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同时补选董事
王申健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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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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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因李壮先生已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董事
陈鸣宇先生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调整至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同时补选董事王申健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王现全先生、陈鸣宇先生、王金信先生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王现全先生。
2、审计委员会由孙宗彬先生、仲涛先生、姚长明先生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孙宗彬先生。
3、提名委员会由仲涛先生、王申健先生、王金信先生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仲涛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王金信先生、王现全先生、孙宗彬先生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王金信先生。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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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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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相关规定，山东先达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0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均不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20 年 1-6 月份折百

产量（吨）
2020 年 1-6 月份折百销量
（吨）

2020 年 1-6 月份销售金
额（万元）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2,086.46 2,214.02 32,083.54
咪草烟系列 549.11 624.45 14,507.97
灭草烟系列 213.73 228.24 5,987.69
异噁草松系列 1,746.58 1,678.08 16,644.06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650.31 544.08 8,430.79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19 年 1-6 月份平均售价

（万元/吨）
2020年 1-6 月份平均售价
（万元/吨） 变动比率（%）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20.22 14.49 -28.34
咪草烟系列 21.48 23.23 8.15
灭草烟系列 23.34 26.23 12.38
异噁草松系列 10.01 9.92 -0.90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15.75 15.50 -1.59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19 年 1-6 月份平均进价
（万元/吨）

2020年 1-6月平均进价（万
元/吨） 变动比率（%）

氯代特戊酰氯 2.46 2.49 1.22
巴豆醛 1.13 1.20 6.19
氯代胺 7.03 9.34 32.86
2,3-吡啶二甲酸 6.81 7.85 15.27
邻氯氯苄 1.13 1.26 11.50
吗啉 1.61 1.46 -9.32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960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2020-077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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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8日以电邮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的通知”， 并将有关会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达。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出席会议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谈士力先生
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表决，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董事长谈士力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 与会者进行了讨论，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

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告号：2020-079）。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长谈士力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 与会者进行了讨论，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

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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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户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编制的上
述专项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号：2020-
08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董事长谈士力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根据《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额为人民币 10,164,747.04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335号《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
审核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克来机电自动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与会者进行了讨
论，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未与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审核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164,747.0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号：2020-081）。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拟转让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董事长谈士力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 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系公司

参股企业，公司实际出资共计人民币 80 万元，公司拟将持有的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40%
股权全部转让，与会者进行了讨论，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次拟转让的股权所
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证券代码：603960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2020-078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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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8

月 18 日以电邮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公司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将有关会
议材料通过电邮的方式送达。 会议于 2020年 8月 2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志豪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对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并表决，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主席王志豪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与会者进行了讨论，经全体监事认真

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公告号：2020-079）。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主席王志豪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与会者进行了讨论，经全体监事认真

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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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户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编制的上
述专项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号：2020-
080）。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
监事会主席王志豪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根据《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在募集资金到
位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
以置换。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投资额为人民币 10,164,747.04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335号《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
审核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克来机电自动
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与会者进行了讨
论，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未与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
了审核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独立
董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164,747.0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克来
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号：2020-081）。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公司拟转让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主席王志豪先生向与会者阐述了该议案的主要内容， 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系

公司参股企业，公司实际出资共计人民币 80 万元，公司拟将持有的云南克来众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40%股权全部转让，与会者进行了讨论，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公司代码：603960 公司简称：克来机电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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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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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来机电 6039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卫红 丁美玲
电话 021-33850028 021-3385002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 1555号 上海市宝山区罗东路 1555号
电子信箱 kelai.jidian@sh-kelai.com kelai.jidian@sh-kel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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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905,967.84 1,246,190,085.42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69,612,766.56 606,162,930.47 2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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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43,248.49 53,937,464.80 70.28

营业收入 385,998,997.16 348,402,739.04 1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1,110,493.65 45,950,363.60 5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9,124,246.43 40,580,933.11 7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18 9.06 增加 2.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19 52.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19 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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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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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士力 境内自然人 22.57 57,098,945 0 质押 13,651,120
陈久康 境内自然人 18.60 47,039,464 0 无 0
王阳明 境内自然人 2.40 6,062,284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6 5,715,057 0 无 0

沈立红 境内自然人 1.88 4,743,326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1.81 4,567,662 0 无 0
何永义 境内自然人 1.62 4,100,81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其他 1.58 3,992,104 0 无 0
南通凯淼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其他 1.46 3,683,927 3,683,927 无 0

苏建良 境内自然人 1.44 3,654,12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谈士力、陈久康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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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虽然国内经济逐步平稳恢复，但是增速有所放缓。面对

经济下行的压力，公司秉承“克难攻坚、来新创优”的企业精神，紧抓工业机器人与高端智能装备行业
快速发展的契机，积极响应国家智能制造的号召，凭借人人参与创新的学习研发精神和 7×24 式贴身
服务理念，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领域的研发投入。2020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主业并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收入和利润均得到了提升，2020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86 亿元，同比增长 10.79%；净利润
8,229万元，同比增长 49.5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111万元，同比增长 54.76%。

1、总体业务稳步发展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柔性自动化智能装备与工业机器人系统业务新签订单 1.38 亿元，新签订单

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主要系受全球疫情影响，公司主要客户订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延所致，另外疫
情发生后，公司主动肩负起社会责任，第一时间召集公司核心研发团队成员，在较短时间内成功研发
并调试出全自动化口罩生产设备。 新签署的合同主要集中在全自动化口罩机生产线、新能源汽车电子
(电机、电控、能量回收等)、汽车内饰等领域。 2020年全国范围内实施国六排放标准，在此背景下，公司
全面推出国六发动机配套高压燃油分配器及高压油管产品，2020 年上半年汽车发动机配套零部件业
务中燃油分配器销量为 124.66万件、燃油管销量为 96.98万件、冷却水硬管销量为 156.11万件。

2、重点领域的深耕与突破
汽车电子领域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电子作为公司的主要下游领域，在最近几年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内燃机技术的不断高效与优化创新，国内整车市场的消费升级，预计未
来汽车电子化渗透率将不断提升，下游需求将持续高速增长。 公司抓住这一优质赛道，继续将智能装
备及工业机器人应用在汽车电子领域深耕细作，扩大产能，将业务能力持续稳定提升。

汽车电子领域作为整个汽车产业链中“皇冠上的明珠”，其技术制高点长期由外资巨头占据，该领
域的相关装备也由外资企业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公司作为国内汽车电子装备的领先企业，将积
极投入系统集成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不断扩大产能，稳步实现该领域的进口替代和技术与装备出
口。

3、新领域的发展和布局
（1）针对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形成的市场对口罩生产线的井喷需求，公司第一时间组织技

术骨干力量进行平面口罩机和 KN95口罩机的研发，在攻克料卷喷熔布料、鼻梁条自动同步包覆输送
和自动切断、多层（3~5层）布料自动折叠成型、切刀加工及热处理工艺技术的基础上，成功开发了高性
价比的 1拖 1、1拖 2成人（儿童）平面口罩生产线和 KN95打片机和耳带自动熔接机，也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2）IGBT模块封装测试设备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结合国内各大汽车电子厂商进军 IGBT 模块研发
生产形成的对相关封装测试装备的迫切需求，公司组织技术骨干力量研发相应的装备技术，成功研发
了散热基板的激光蚀刻清洁装备、IGBT 模块与散热基板的热压连接设备实现了多个 IGBT 模块的封
装、IGBT模块的平面低电感封装设备、IGBT 模块的机器人化自动测试设备（包括：常温静态测试和常
温、高温动态测试、高压绝缘测试）、IGBT针脚的自动压装和针脚空间位置的在线视觉设备。 部分技术
已成功应用到联合汽车电子的 PM4（第四代高频电源模块）项目和上汽英飞凌 IGBT模块生产。

（3）在巩固传统汽车电子领域的同时，积极开拓新能源车的汽车电子领域，开拓了新能源车用驱
动电机控制器(PEU)和充电逆变器（CharCon）的组装及测试高端成套装备领域，全面掌握了该类产品自
动化柔性组装和在线测试的工艺及装备技术， 针对不同的 PEU 和 CharCon 产品（如：IP24、EP11、
INVCON2.3、3U、MEB、MEA、EAU、INV-i120、11KW-Charcon、OBC）开发了基于机器人技术的自动化装
配及测试生产线，在生产线开发过程中通过模块化设计技术和标准化生产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
装备开发效率、扩大了产能，稳步提升市场的占有率。

在新能源车用电池及电源管理器方面，也进行了涉足，如电池包生产过程中的机器人自动搬运，
电池冷却管冲压成型、冷却管氦检测试等均有了良好的起步并实现了供货。

（4）随着新能源汽车驱动模块的集成化发展，电机+电机控制器+变速箱被组合成一个独立电主轴
（E-Axle）模块，对其的自动化组装和测试涉及精密电子部件、精密机械部件、弹性不规则机械部件的
自动化组装，高速高负载、高压大电流的性能测试等技术难点，公司组织了优势团队主动服务客户，以
技术实力强、制造经验丰富、合适的性价比而最终获得了上海大众 MEB 项目配套的电主轴装配及测
试自动化生产线项目的业务合同，为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业务拓展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增强了企业发
展后劲。

（5）为适应汽车的电子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趋势，在车身稳定电子系统的 ESP9.0、IPB 等产品的装
配测试生产线领域，借助不断扩大工艺流程覆盖面并不断提升自动化与智能化程度，在实现替代进口
的基础上， 获得了博世集团最新产品-新型智能助力器 iBooster控制器智能成套装备向德国博世全球
（国内和海外）供货的订单，在生产线的规模以及产值方面均获得了一个数量级的飞跃。

为了满足汽车对能源利用率不断提升的需求，组织公司研发中心主要技术力量，在汽车能量回收
系统的装配生产线核心技术方面开展了技术攻关并掌握了相应的技术， 为公司在同外企装备企业竞
争能量回收控制器 BRM生产线的合同标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保障并使公司最终获取了大额的订单。

积极开拓无人驾驶相关的设备技术， 如在电动转向器的装配生产线以及核心的控制和追溯系统
MES的核心技术、工程应用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并实现了向国内用户的供货。 在如针对无人自动
驾驶控制器 I-ECU的样品生产方面，成功开发了功能测试和疲劳耐久实验台，为今后在无人驾驶汽车
控制电子领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6）在汽车内饰件行业，大力推动机器人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应用，尤其在汽车核心安全
部件之一的座椅生产领域， 实现了座椅滑轨从原料板材投入到完整的滑轨组件产出整个生产过程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了生产效率，稳定了产品质量，实现了无人化生产，把人力资源从繁琐、嘈杂、复
杂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也实现了公司自主研发的少关节非标机器人的批量工程应
用，也使得公司成为了座椅滑轨自动冲压生产线制作领域的标杆型企业，不仅业务稳定，也扩大了市
场占有率。

（7）拓展食品生产及食品包装领域，将公司掌握的机器人技术、物流输送技术拓展到食品（如：月
饼、蛋卷等）的自动化分选和包装装备的开发，成功开发了月饼自动包装生产线和蛋卷箱机器人自动
堆垛单元，实现了基于视觉引导的机器人化月饼自动装箱和食品箱的不同垛型的机器人自动化堆垛，
所研发的装备已供货至格力高食品和美心食品。

4、新技术的研发
（1）新能源车驱动电主轴（e-axle）总装及性能测试装备技术：为实现成本更低、体积更小、效率更

高的优势，新能源车电驱动技术方案由“二合一（电机+减速器）”向“三合一（电机+减速器+控制器）”，
甚至“多合一(包含电机+减速器、电机控制器、充电机、支流变换器、高压分线盒、部分整车控制器”)发
展的趋势，研发相应的总装及性能测试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研发基于三维视觉技术的重载零件的机器
人装配技术、力觉+视觉辅助下的精密齿轮系（花键）装配技术、温度补偿下的齿轮箱油精密定量加注
技术，加注油量精度达±10g、电轴总成性能的测试技术，测试时电机最高转速 16000rpm、高磁力下的定
转子合装技术、 长螺丝（螺丝长达 210mm） 的自动锁付技术， 相应的技术研发成果成功应用到博世
eAxle电主轴的 90s生产节拍的全自动总装测试生产线。

（2）基于视觉引导技术的激光焊接技术：激光焊接较电阻焊接具有热影响区域小、焊接熔深大、飞
溅少等优势，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研究在视觉引导下的 Pin针拼焊工艺装备，实现焊点位
置、焊接熔深与在 Pin针位置的最佳匹配，焊点始终居于拼焊 Pin针的中央；通过焊接热影响区域的仿
真分析和实验验证，研究内部装配有热敏感器件的激光环焊工艺装备的解决方案，相应的技术研究成
果成功应用到新能源车用电机 I-Pin焊接、Busbar焊接、DMTL控制器环焊等工艺装备。

（3）基于工业大数据 AI 的智能装备故障预诊断系统技术：通过在工艺智能装备中合理布置的传
感器及其形成的传感网络所采集到的设备运行数据（包括：开机时间、连续运行时间、故障点、高频故
障、单位时间能耗、工艺测量值、工艺校准值、测量值的 CMK变动等），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 AI 智能学
习，形成特定工艺装备（如：涂胶设备、打螺丝设备、AOI 设备、输送设备等）故障的自主诊断、自主预警
能力，提升公司售后服务的快速响应能力、降低售后服务成本，提升客户采购使用设备的满意度，实现
装备的增值。

（4）基于工业 4.0智慧化工厂需求的工业软件层面智能追溯系统的开发及应用：在车载电脑控制
器 ECU自动装配与检测全自动机器人化生产线的研制过程中，针对满足博世体系用户的智能生产需
求，开发成功了智能追溯 MES系统的 OpConPlus软件系统大量模块以及工程应用技术，实现了国产化
自动生产线与进口设备的智能化数据对接，为紧跟国际自动化生产技术潮流奠定了扎实基础，为公司
今后的国产化替代以及更大规模的智能生产线出口赢得了机遇。

（5）无人驾驶相关设备的技术储备：首先针对无人驾驶系统中的电动转向器装配与测试生产线中
的复杂结构环境下的精密装配技术以及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柔性化技术研究。 同时结合合同订单任
务“自动驾驶车载电脑 I-ECU测功能测试台制作”“EPS系统通用测试台”的工程任务，开展了多种环
境条件（不同的温湿度环境）和载荷条件（动态模拟加载）下的测试技术的研究，开展了高精度模拟量
多通道快速试技术电路板的研发，为后续的批量制作确定了型号工艺参数。

（6）新能源车的技术储备：针对电机、电机控制器、以及电池管理控制器生产设备中共性的软件数
据交换模块设计进行了研发， 并就创新性机构设计中涉及的先进机构设计理论和工程设计方法进行
了深入研究，在机构的典型性精度设计及总体误差分析理论，以及在结构的动力学性能分析和机构可

靠性设计等方面实现了工程性应用。
（7）利用十多年的智能装备功能部件数据的大量积累，通过对设计软件 SolidWorks 软件的二次开

发以及对产品数据管理系统 PDM的数据库数据管理结构优化，成功实现了功能部件结构的参数化设
计技术推广应用， 这一技术的掌握和推广， 将有助于公司机械设计效率的大幅提升和设计质量的提
高，给公司带来综合实力的提高，为实现以标准化的思路来完成非标定制任务的设想迈出扎实一步，
也使公司成为非标定制化智能装备的平台型企业有了可能。

（8）上海众源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制造、质量检测与物流管理等创新型的专业汽车发动机配套
管路及二氧化碳热泵空调管路系统的研发团队， 利用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技术和装备上协同效应和
创新性突破，填补了我国在二氧化碳热泵空调管路系统产品领域空白，二氧化碳空调管路研发产品能
够解决目前二氧化碳热泵空调管路系统产品缺陷导致的二氧化碳泄漏问题， 对二氧化碳热泵空调在
车辆上普及使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过近几年不断的开发和改进， 公司的二氧化碳高压管路系统
（冷媒导管）已通过大众MEB的实验认证，并进入产能建设、筹备量产的阶段。 二氧化碳热泵空调系统
作为新能源车热管理系统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 不仅可以大幅增加新能源车在低温状态下的续航里
程，还有利于环境保护，较传统冷媒大比例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9）针对上海众源生产的管件类零件耐压的大幅度提升而对零件清洁度要求的提高，通过高压流
体动力学分析和技术工程试验，研发相应的自动化高清洁度清洗装备，实现对深孔内腔的高清洁度清
洗和内腔质量的在线检测。

5、取得的荣誉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新授予专利 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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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的要求，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详细内容请参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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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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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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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1、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16 号)核准, 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8,0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月 2日公开发行了 1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18,000.00 万元。 发行
方式采用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
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不足 18,000.00 万元的
部分（含中签投资者放弃缴款认购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共计募集资金 18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 3,71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176,290,000.00 元。 扣除为发行可转债
所支付的承销、 中介费、 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3,362,800.00 元（不含税金额为 3,172,452.8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72,927,200.00元（不含税净额人民币 173,327,547.17元）。 上述募集资
金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存入公司开立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口支行账号为 98230078801100001406
的人民币账户内。 该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5864号《验资报告》验证。

2、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向南通凯淼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552号）文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通凯淼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凯淼”）持有的南通克来凯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来凯盈”）35%股
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募集
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截至 2020 年 6 月 8 日止，公司以非公开方式
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巨杉（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84,148 股，发
行价格人民币 21.89 元/股，募集资金合计 49,999,999.72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318,000.00 元（含
税）后的募集资金总额 49,681,999.72元已于 2020年 6月 8日存入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账号 122907370110101）的人民币账户。 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99.72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律师
费、审计及验资费、评估费、项目可行性研究咨询费和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6,124,290.17 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875,709.55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4897号《验资报告》。

（二）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1、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1,509,224.69元。具体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76,290,000.00
减：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6,318,897.31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1,538,122.00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41,509,224.69

2、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9,687,331.93元。 具体使用及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49,681,999.72
减：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5,332.21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9,687,331.93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
理。

（一）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会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虹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照三方监管
协议的规定执行，协议签订以来的履行情况良好。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 3,71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176,290,000.00 元，存入公司
开立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口支行账号为 98230078801100001406的人民币账户内。 扣除为发行可转
债所支付的承销、中介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3,362,800.00 元（不含税金额为 3,172,452.8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72,927,200.00元（不含税净额人民币 173,327,547.17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银行的存储余额共计为 141,509,224.69 元，募集资
金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元）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虹口支行 98230078801100001406 募集专户 141,509,224.69
合计 141,509,224.69

（二）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众源燃油分配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众源”），公司于 2020年 7月 8日会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上海众源于 2020 年 7 月 8 日会同华泰证
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在日常管
理中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协议签订以来的履行情况良好。

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 318,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计人民币 49,681,999.72 元， 存入公司开
立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账号为 122907370110101 的人民币账户内。扣除保荐承销费、律
师费、审计验资费、评估费、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6,490,000.00 元（不含税金额为 6,124,290.17
元， 其中承销费用 318,000.00元已在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将资金划入公司前先行扣
除）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875,709.55元。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开户银行的存储余额共计为 49,687,331.93 元，募集资金
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余额（元） 备注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122907370110101 募集专户 49,687,331.93

上海众源燃油分配器制
造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静
安寺支行 121937518110501 募集专户 0.00

合计 49,687,331.9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

换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0年 1月 1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696,217.20元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
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13 号《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2、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公司 2020年度先期投入 10,164,747.04元，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尚未完成置换。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 1月 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在上述期
限及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最终审定并签署相关实施协议或者合同等文件。 决
议有效期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
司期末无理财产品。

(六)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募投项目尚未结项。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公告格式的相关规定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本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812.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2.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48.37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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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 能
制 造
生 产
线 扩
建 项
目

否 17,332.75 17,332.75 1,986.18 3,631.90 -13,700.85 20.95 2021 -3 -
31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国六 b
汽 车
发 动
机
EA888
高 压
燃 油
分 配
管 制
造 及
新 能
源 汽
车 用
二 氧
化 碳
空 调
管 路
组 装
项目

否 4,479.77 4,479.77 1,016.47 1,016.47 -3,463.30 22.69 2021 -1 -
31

不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1,812.52 21,812.52 3,002.65 4,648.37 -17,164.1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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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 1月 1日，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5,696,217.20
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5913 号《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本公司 2020年度先期投入 10,164,747.04元，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止，
尚未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960 证券简称：克来机电 公告编号：2020-081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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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 10,164,747.04元， 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
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向南通凯淼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552号）文核准，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南通凯淼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南通凯淼”）持有的南通克来凯盈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来凯盈”）35%股
权，同时，公司向不超过 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募集
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5,0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
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截至 2020 年 6 月 8 日止，公司以非公开方式
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方天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巨杉（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284,148 股，发
行价格人民币 21.89 元/股，募集资金合计 49,999,999.72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318,000.00 元（含
税）后的募集资金总额 49,681,999.72元已于 2020年 6月 8日存入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账号 122907370110101）的人民币账户。 募集资金总额 49,999,999.72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律师
费、审计及验资费、评估费、项目可行性研究咨询费和信息披露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6,124,290.17 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875,709.55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4897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制定了专户存储制度，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独立
财务顾问、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克来机电工程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的配套募集资金方案，本次募集资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项目概况如
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元） 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元）

1
国六 b 汽车发动机 EA888 高压燃油
分配管制造及新能源汽车用二氧化
碳空调管路组装项目

44,797,700.00 43,875,709.55

合计 44,797,700.00 43,875,709.55
注：根据《上海克来机电工程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披露，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少于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总额，则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自筹解决。 由于本次实际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3,875,709.55元，因此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金额为 43,875,709.55元。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
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投资额为人民币 10,164,747.04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
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335《上海克来机电自
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承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元） 预先投入金额（元）
国六 b 汽车发动机 EA888 高压燃油分配管
制造及新能源汽车用二氧化碳空调管路组
装项目

44,797,700.00 10,164,747.04

合计 44,797,700.00 10,164,747.04
四、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 2020年 8月 2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 10,164,747.0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审议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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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序，未

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
出具了审核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以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10,164,747.04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

月，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公
司章程》《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要求。 监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共计人民币 10,164,747.04元。

（三）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 ZA15335《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其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会计师事务
所针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
要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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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 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投项目
的顺利实施，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
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置换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