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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7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40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赖脯胰岛素注射液获得

黎巴嫩注册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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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或“公司”）收到黎巴嫩药监局（MoPH）核准签

发的赖脯胰岛素注射液的注册批件（批件号：87614/1）。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注册文件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Prolog?
2、药品通用名：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3、规格：3毫升：300单位（笔芯）
4、批件号：87614/1
5、生产企业名称：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生产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南凤西一路 8号

二、赖脯胰岛素的其他相关情况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属于速效胰岛素类似物产品，又称第三代餐时胰岛素，进餐时立即注射 15min

起效，30～60 min 达到峰值，作用持续 4～5 h。 由于赖脯胰岛素经皮下注射吸收较快，与人胰岛素相比，
其降血糖作用起效更快，作用峰值更高，维持作用时间较短，可更好地控制餐后高血糖而较少引起低
血糖，患者依从性更佳。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接壤，南部与以色列为邻，西濒地中海，
习惯上称为中东国家，国土面积 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607 万，人均 GDP8780 美元（2019 年，国际汇
率）。在 20-79岁的成年人口中，黎巴嫩的糖尿病患病人数约达 53万，患病率为 12.9%（IDF2019）。2020
年，黎巴嫩的胰岛素市场容量超过 1700 万美元（IMS 数据），目前在黎巴嫩境内，赖脯胰岛素注射液的
主要供货商为其原研厂家礼来，礼来的赖脯胰岛素产品 Humalog?2020年的全球销售额超过 26亿美元
（礼来 2020年年报）。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公司在赖脯胰岛素研发项目上已累计投入约 2.75亿元。
三、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赖脯胰岛素药品注册的获批，表明甘李药业具备向黎巴嫩销售赖脯胰岛素注射液的许可，但

受到市场需求变化、政策环境变化、汇率波动、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相关产品在黎巴嫩市场的拓展
进度、销售规模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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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产品新技术通过鉴定验收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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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主研发的航空航天线缆用聚酰亚胺/

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通过了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新产品投产鉴定，并收到了《新产品新技术
鉴定验收证书》（苏工信鉴字[2021]329号）。 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一、技术及鉴定情况
（一）成果简要技术说明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深入发展，航空航天线缆对材料的综合性能要求越来越高，追求更优异的电气

绝缘性能、力学性能、耐热性能、动态切穿和干湿电弧等性能来满足航天和太空中各种极端特殊的环
境需求。 目前国内航空线缆企业制造厂所使用的高性能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材料主要
依赖进口，国内尚未有材料商有同类产品研发成功。公司将特种工程塑料聚酰亚胺和含氟聚合物结合
起来,并弥补各自的缺点,实现特种工程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达到最优化,制备出高性能航空航天线缆
用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材料系列产。该产品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能、耐热性能、耐
化学性能和良好的粘结特性,适用于航空航天电线电缆和高性能电子绝缘领域，为实现达到自主研发
的航空航天线缆材料的进口替代和自主可控。

（二）鉴定意见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受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委托组织召开了本次投产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

听取了试制总结、技术总结等汇报，审阅了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用户报告等相关资料，查看了实物产
品。 经质询和讨论，形成鉴定意见如下：

1.提供的鉴定资料齐全、规范,符合鉴定要求。
2.产品采用表面电晕处理和表面化学功能化修饰技术调节聚酰亚胺薄膜的表面能,并在其表面高

精密可控在线涂敷含氟聚合物乳液以及复合聚四氟乙烯薄膜,实现含氟聚合物与聚酰亚胺膜的高效结
合,再经高温热加工技术制备出高性能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材料。产品在聚酰亚胺表面改性
和含氟聚合物高精密表面涂敷方面有创新,已申请了发明专利 4件、实用新型专利 3件。

3.该产品实现原材料、生产装备国产化,在航空航天线缆领域填补国内空白,可替代进口产品。
4.产品经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检验,所检指标符合 Q320412MVT008-2021《聚酰亚

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等相关标准要求。 产品经用户使用,反映良好。
5.企业生产装备、工艺工装、检测手段、质保体系和环评报告完备,满足生产要求鉴定委员会认为

该产品总体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同意通过新产品投产鉴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航空航天线缆用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绝缘复合薄膜”通过本次新产品投产鉴定，体现了行业技

术专家对公司该项技术的充分认可。该项目的实施，能有效提高我国当前高性能聚酰亚胺／含氟聚合物
绝缘复合薄膜自主研发技术水平不高的现状， 缩小与国外产品的差距， 促进航空航天线缆深度国产
化、自主可控。

公司将积极推进产品的工业化应用，如果该项产品能够顺利实现工业化应用，预计对公司业绩产
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有该项产品的工业化应用业绩，公司对本项目研发的产品市场进行了充分的

可行性论证，并在营销网络建设、市场拓展、研发设计与人才储备等方面做了一定的准备，但如果后期
市场情况发生不可预见的变化，或者公司不能有效开拓新市场，将存在一定的产品销售风险。同时，随
着科技更新换代加速， 对公司提出必须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的要求， 适时推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
品，才能保证产品在市场中的领先地位，不至于被市场淘汰。针对有可能出现的技术落后风险，未来市
场推广情况、工业化应用实施、技术的持续先进性等方面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公司代码：605389 公司简称：长龄液压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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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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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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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龄液压 60538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正平 承伟

电话 0510-80287803 0510-80287803

办公地址 江阴市云亭街道云顾路 885号 江阴市云亭街道云顾路 885号

电子信箱 clyy@changlingmach.cn clyy@changlingmach.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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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743,893.01 1,027,038,596.08 9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701,081,438.17 714,843,095.32 137.9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8,835,911.20 402,098,446.13 2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0,448,549.35 116,136,063.63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8,843,102.83 113,153,645.00 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1,028,339.60 69,060,514.76 -26.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54 19.48 减少 3.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1 1.59 -1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1 1.59 -11.32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8,19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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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夏继发 境内自然人 43.15 42,000,000 42,000,000 无 0
夏泽民 境内自然人 28.77 28,000,000 28,000,000 无 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澜海浩龙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8 3,000,000 3,000,000 无 0

重庆领航兄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9 476,024 0 未知 476,024

袁文龙 境内自然人 0.20 192,676 0 未知 192,676
周建国 境内自然人 0.15 150,000 0 未知 150,000
牟莉 境内自然人 0.11 108,600 0 未知 108,600
康龙 境内自然人 0.11 105,500 0 未知 105,500
刘文涛 境内自然人 0.10 100,000 0 未知 100,000
谢华凤 境内自然人 0.10 97,000 0 未知 9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夏继发、夏泽民、宁波澜海浩龙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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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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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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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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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通过书面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
本公司所有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会董事 5名，实际参会董事 5名。 监事会成员、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继发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21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 年
半年度的整体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江苏长龄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同日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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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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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编制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同日公告。

三、上网公告附件
1、《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四、报备文件
1、《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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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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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本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通过书面、电话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至
本公司所有监事。 会议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参加会议的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号—半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2021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结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 年
半年度的整体经营情况，公司编制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江苏长龄
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同日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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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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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编制了《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
的同日公告。

三、报备文件
1、《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证券代码：605389 证券简称：长龄液压 公告编号：2021-058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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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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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将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长龄液压”）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39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433.34 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 39.40 元，共计募集资金 95,873.6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4,500.00 万元（不含增值税进
项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91,373.6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3月 16日
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扣除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
行费用（不含税）1,874.61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89,498.98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117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 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液压回转接头扩建项目 24,618.00 22,003.65

2 张紧装置搬迁扩建项目 39,305.28 35,131.19

3 智能制造改建项目 10,857.00 9,704.02

4 研发试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7,352.46 6,571.65

5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6,088.46

合计 100,132.74 89,498.98

公司 2021年 6月 10日分别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及 2021年 6月 28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
设项目内部投资结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张紧装置搬迁扩
建项目”实施的主体由全资子公司江苏长龄液压泰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龄泰兴”）变更为长龄液
压，实施地点相应由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变更为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在募集资金投资额不变的情
况下，调整该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并同意根据项目变更，增设募集资金账户，并与相关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1 液压回转接头扩建项目 24,618.00 22,003.65

2 张紧装置搬迁扩建项目 35,957.05 35,131.19

3 智能制造改建项目 10,857.00 9,704.02

4 研发试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7,352.46 6,571.65

5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16,088.46

合计 96,784.51 89,498.98

(二)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节余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37,797.09万元。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89,498.98

加：现金管理和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 112.70

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不含置换预先投入的发行费用) 0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6,259.41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35,700.00

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7,652.27

注：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 3,7797.09 万元，期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7,652.27 万元，差额
为 144.82万元，系募集资金账户存储余额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144.82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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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江苏
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
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格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
用。

公司已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1 年 3 月，公司与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亭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协议各方均按照规定切实履行
了相关职责。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人 存放机构 账号 存放余额 备注

长龄液压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云亭支行 018801260016257 1,448,226.16 募集资金账

户

长龄液压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阴支行 32050161615209999999 41,549.80 智能制造改

建项目

长龄液压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
行 78040122000368773 75,083.59 补充流动资

金

长龄泰兴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云亭支行 018801260016283 352,146,560.79 张紧装置搬

迁扩建项目

长龄液压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
行 511902253410105 574,9574.88

研发试制中
心升级建设
项目

长龄液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
行 535275852673 18,509,877.78 液压回转接

头扩建项目

长龄液压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云亭支行 018801260018350 0.00 张紧装置搬

迁扩建项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18,855.9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液压回转接头扩建项目 24,618.00 15,795.01 64.16

张紧装置搬迁扩建项目 35,957.05 2,541.65 7.07

智能制造改建项目 10,857.00 0 0

研发试制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7,352.46 519.30 7.06

补充流动资金 18,000.00 0 0

合 计 96,784.51 18,855.96 19.48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3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现金管理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 12个月有效。 并于 2021年 4月 19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以及 2021年 5月 6日召开的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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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有
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在存续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本金
余额为人民币为 35,70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期 终止日期

建设银行结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款 9,700.00 2021年 3月 19日 2021年 9月 20日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03649）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1年 5月 12日 2021年 9月 13日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03630）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21年 5月 12日 2021年 8月 13日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103631）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21年 5月 12日 2021年 7月 12日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
区间 92 天结构性存款（产品
代码：NWX00134）

结构性存款 6,000.00 2021年 5月 13日 2021年 8月 13日

合计 35,700.00 /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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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16,088.46万元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董
事会同意公司将上述“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 16,088.46 万元全部转入公司一般账户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2、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19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

报告期内，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了部分募投项目投
资建设所需资金，报告期内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所需资金金额为 2,760.35万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

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长龄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年 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9,498.9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57.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257.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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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压
回 转
接 头
扩 建
项目

— 22,003.65 — 22,003.65 168.95 168.95 -21,834.70 0.77 2022
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张 紧
装 置
搬 迁
扩 建
项目

— 35,131.19 — 35,131.19 0 0 -35,131.19 0.00 2023
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智 能
制 造
改 建
项目

— 9,704.02 — 9,704.02 0 0 -9,704.02 0.00 2023
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研 发
试 制
中 心
升 级
建 设
项目

— 6,571.65 — 6,571.65 0 0 -6,571.65 0.00 2022
年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项目

— 16,088.46 — 16,088.46 16,088.46 16,088.46 0.00 100.00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89,498.98 — 89,498.98 16,267.41 16,267.41 -73,241.56 18.1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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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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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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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未完工 /未完成决算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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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88611 证券简称：杭州柯林 公告编号：2021-009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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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07 号”《关于同意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同意注册，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3,975,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3.44 元，合计募集资金
人民币 467,324,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76,122,871.6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91,201,128.32
元。 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健验[2021]146 号”
《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
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2,517,172.4 元，其中 2021 年上半年度使用募

集资金 72,517,172.4元，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77,697,935.19元, 具体情况如
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账户初始金额 418,704,807.55
减：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 24,013,113.20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72,517,172.40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60,000,000.00
电力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项目支出 7,175,825.81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支出 5,341,346.59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245,000,000.00
加：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523,413.24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77,697,935.19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 12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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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半山支行、 浙商银行杭州延安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路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
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半山
支行 1202020029800116942 34,359,803.29

浙商银行杭州延安路支行 3310011610120100028158 39,833,238.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解放
路支行 1202020729920588812 3,504,893.76

合 计 77,697,935.19

三、 本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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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二) 募投项目的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1,031.49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明确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具体情况详
见 2021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三)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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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等）。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上述
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
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3）。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回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半山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0 2021-4-27 2022-4-21 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半山支行 结构性存款 45,000,000.00 2021-5-25 2021-10-28 否

合计 245,000,000.00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情况，
对本次募投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资额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明
确的同意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调整前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拟投
资额

1 电力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项目 35,846.57 35,419.48 28,620.1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953.00 9,858.09 4,500.00

3 补充营运资金 6,000.00 6,000.00 6,000.00

合计 51,799.57 51,277.57 39,120.11

具体内容详见 2021 年 4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媒体的《关
于调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2）。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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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和《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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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25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39,120.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51.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251.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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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期
末投入
进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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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② -
①

④=②/
①

电力设备数
字化智能化
建设项目

否 35,846.57 28,620.1
1

28,620.1
1 717.58 717.58 -27,

902.53 2.51 2023 年
3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否 9,953.00 4,500.00 4,500.00 534.14 534.14 -3,965.86 11.87 2023 年

3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补充营运资
金 否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

0
6,000.0
0 0.00 100.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51,799.57 39,120.1
1

39,120.1
1

7,251.7
2

7,251.7
2

-31,
868.3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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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 1,031.4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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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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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 35,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有保本约定
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
款、大额存单等）。 上述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
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于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
意意见。 本报告期内情况详见“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四）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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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代码：688611 公司简称：杭州柯林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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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特别重大风险。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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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6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1.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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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杭州柯林 688611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学忠 陈丽霞

电话 0571-88409181 0571-88409181

办公地址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1号 7幢 杭州市莫干山路 1418-41号 7幢

电子信箱 klec@klec.com.cn klec@klec.com.c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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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379,229.83 427,144,198.53 8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3,983,941.70 345,600,146.40 118.1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61,643,721.64 48,407,353.33 2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82,666.98 15,413,853.93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3,307,657.25 13,242,401.83 0.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82,541.34 -6,165,868.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5 6.23 减少 2.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7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7 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8.60 20.87 减少 2.27个百分点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68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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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谢东 境内自然人 44.79 25,039,438 25,039,438 25,039,438 无 0
杭州广意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9 5,136,294 5,136,294 5,136,294 无 0

毛雪明 境内自然人 2.76 1,540,888 1,540,888 1,540,888 无 0
谢方 境内自然人 2.41 1,348,277 1,348,277 1,348,277 无 0
郑尚贤 境内自然人 2.07 1,155,666 1,155,666 1,155,666 无 0
王健 境内自然人 2.07 1,155,666 1,155,666 1,155,666 无 0
李福星 境内自然人 1.38 770,444 770,444 770,444 无 0
张艳萍 境内自然人 1.03 577,833 577,833 577,833 无 0
刘朝河 境外自然人 1.03 577,833 577,833 577,833 无 0
杨寓画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谢炜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许炳灿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聂明军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郑宏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汪业 境内自然人 0.83 462,266 462,266 462,266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谢东、谢方为一致行动人
2.谢东为杭州广意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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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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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

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陆俊英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半年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公司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切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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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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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 e访谈”栏目
会议召开方式： 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9月 1日（星期三）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公司邮箱 klec@klec.com.cn。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

sse.com.cn）网站及相关指定媒体上披露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
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在上交所的支持下，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2 日（星期
四）上午 10:00-11:00举行 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状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
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络平台（网址：http://sns.sseinfo.com/）的“上证 e

访谈”栏目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谢东先生，董事会秘书徐学忠先生，财务总监杨寓画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

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 2021年 9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00，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 互动”网

络平台（http:// sns.sseinfo.com/）的“上证 e访谈”栏目，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2、为提升交流效率，公司现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于 2021 年 9 月 1 日（星

期三）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与问题预先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klec@klec.com.cn。
公司将在本次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8409181
邮箱：klec@kle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 e 访谈”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

内容。
特此公告。
杭州柯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