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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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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2018年半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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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乐科技 600260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杰 韩平

电话 027-87250890 027-87250890

办公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108号凯乐桂园写

字楼B座2604室

武汉市洪山区虎泉街108号凯乐桂园写

字楼B座2604室

电子信箱 chenjie@cnkaile.com hanping@cnka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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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2,408,301.50 18,618,192,582.74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266,890,686.04 4,702,384,986.61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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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6,334,525.96 -189,094,565.51 806.70

营业收入 8,061,632,064.67 7,523,363,604.09 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14,997,470.67 346,299,791.17 7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7,183,164.42 330,112,697.32 80.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23 10.96 增加1.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49 77.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7 0.49 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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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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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29 165,081,106 16,840,350 质押 117,970,000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3 51,283,895 51,283,895 质押 48,206,874

丁胜

境内自然

人

3.85 27,288,021 0 未知 0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其他 2.68 18,965,364 0 未知 0

蓝金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4 15,910,814 0 未知 0

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6 12,466,346 12,466,346 质押 11,718,407

中银基金公司－中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6 8,227,683 0 未知 0

吕杜娟

境内自然

人

0.86 6,078,744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0.82 5,795,017 0 未知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

人

0.77 5,450,099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上海卓凡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一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同一人。

3、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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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湖北凯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6�

年公司债券

16�凯乐债 136100 2016-1-21 2019-1-21 700,000,000.00 6.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70.26 72.51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96 3.14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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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整体保持稳健，但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增多的背景

下，公司积极应对，控制风险，降低成本，坚持稳步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806,163万元，比同期752,336万元，增长7.15%；实现

利润总额74,033万元，比同期43,250万元，增长71.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500万元，比同期34,630万元，增长77.59%。

报告期内，公司在中国移动2018年普通光缆产品集中采购项目（第一批次）集采中排

列第七，获得3.91%的份额。公司同时还中标中国移动2018年塑料管材集采招投标，取得了

标包一(PE管材)中标量第4名，中标量为11.46%，标包二（PVC管材）中标量第3名，中标量

为15.79%。公司今年中标中国移动的产品价格较去年有较大比例上浮，这对公司光纤光缆

业务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期内，公司专网通信业务持续增加，多环节生产制造业务比例显著提升，签订专

网通信设备订单合同总含税金额为人民币105亿元， 完成交货并结算的含税金额为75亿

元。

报告期内， 公司子公司湖北凯乐量子通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积极进行军工资质

的申报，目前已经取得“三证” ，第四证已通过相关方现场审查。 相关证书的取得，有利于

公司军工业务的拓展。

报告期内，公司光纤光缆实验室通过CNAS认可并获得证书，标志着公司光纤光缆实

验室相应项目检测能力水平正式步入国际互认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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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朱弟雄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8月20日

公司代码：

600260

公司简称：凯乐科技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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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众股份 60303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海 张君

电话 021-58388958 021-5838895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业路813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业路813号

电子信箱 kaizhongdm@carthane.com kaizhongdm@cartha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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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272,579.07 885,504,483.14 7.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74,345,004.57 760,385,912.57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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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54,306.61 25,591,127.88 117.48

营业收入 291,179,452.74 232,047,186.52 2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0,004,982.00 67,489,826.59 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883,377.91 64,248,991.19 16.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43 12.12 减少1.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65 1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6 0.65 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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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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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杨颖韬

境 内 自 然

人

20.86 22,097,891 22,097,891 无

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0,247,364 0 无

上海聚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4.00 4,237,477 0 无

杨建刚

境 内 自 然

人

2.82 2,984,405 2,984,405 无

上海汽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1 2,760,903 0 无

李建星

境 内 自 然

人

2.57 2,724,891 2,724,891 无

刘仁山

境 内 自 然

人

2.57 2,724,891 2,724,891 无

侯瑞宏

境 内 自 然

人

2.45 2,595,134 2,595,134 质押 326,300

陈军红

境 内 自 然

人

2.45 2,595,134 2,595,134 无

黄月姣

境 内 自 然

人

2.39 2,530,255 2,530,25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杨颖韬、杨建刚、刘仁山、李建星、侯瑞宏、黄月姣是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成员，本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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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营情况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5.48%， 远高于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

4.64%的增长；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14%。

公司销售及利润增长源于近几年加大市场开拓力度，获得新项目大幅增加和新项目的陆续量产。 在整

体销售增长中，减震元件增长约17.3%，踏板总成增幅达53.6%。 公司利润增长主要是基于销售收入的快速

增长。

2、市场开拓

2018年上半年公司获得新项目价值约1.68亿元；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3,897万元。 新项目的取得和新

产品的量产，为公司今后几年的快速增长打下了基础。在重点市场开发方面，在稳定国内汽车市场项目获得

基础上，公司又获得了德国大众商用车主流车型多个缓冲块项目，同时获得保时捷新能源车新车型的同步

开发，日系新一代缓冲块材料稳定供货；在新技术应用上支撑方面，巩固现有客户并获得相关项目的基础上

成功开发了广汽新能源、江铃福特等新客户。踏板业务获得了上汽乘用车和吉利汽车的大部分新车型；在新

能源汽车方面，获得了众泰新能源、敏安汽车、爱驰亿维、江苏赛麟等多个新能源车型的配套开发；电子油门

获得了包括上汽乘用车、吉利汽车、爱驰亿维、江苏赛麟新能源等9个项目，为后期电子油门业务快速增长打

下良好基础。

3、产品开发

在产品开发上，公司减震业务、踏板业务、新兴业务电子油门稳步发展，产品质量稳定，获得了顾客的好

评。

4、基础研发

在基础研究方面，成立了工程研究室，开始与同济大学开展合作，从事工程开发研究工作；材料研究课

题通过了实验验证，即将投入量产。2018年上半年申请专利5篇，目前正在受理过程中。截止到2018年6月30

日公司累计获得专利受理数44项，其中25项获得专利授权（11项为与材料技术相关的发明专利，14项为与

产品设计技术相关的实用新型专利），其中15项发明专利目前仍在受理过程中。

5、运营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全面推行精益生产，全员质量管理，增强运营制造能力，在提高设备运行效率、提升

产品一次合格率、提高原料利用率和降低辅料消耗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今年整合优化计划物流和采

购两部门，大力推行集成供应链管理和全面库存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自动化进展取得突破，继2017年完成

第一条减震元件产品生产线自动化改造之后，今年又成功完成第二条减震元件产品生产线设计，组装及调

试，目前已经投入生产，在人员成本节约，生产效率，产品品质保证方面又取得进一步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

质量表现方面也取得良好成绩，电子油门业务已经通过吉利汽车，东风柳汽等客户潜在供应商审核。

6、募投项目情况

1.�轿车悬架系统减震产品建设项目：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8,588.83万元，报告期实现

销售收入6,607.70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轿车踏板总成生产建设项目：截止报告期末，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3,620.88万元，报告期实现销售

收入1.03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本项目尚处于建设阶段，截止报告期末，已完成项目主体建设部分，共投入资金

2,468.75万元。

7、新能源汽车业务

2018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增长迅速，报告期内新能源乘用车产量34.6万台，累计同比2017年增

加111.3%

根据未来汽车底盘系统电动化发展趋势，公司积极参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和销售工作。

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

底盘悬架系统减震元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新能源车型配套减震元件销售数量约65万件，占新能源乘用车市场46.9%；公司先

后获得了保时捷电动车Taycan、大众朗逸BEV、宝来BEV、高尔夫BEV、别克VELITE� 5等项目，同时公司

与众泰新能源、爱驰亿维、敏安汽车、赛麟汽车、小鹏汽车、萤石汽车、国机智俊等国内新能源“造车新势力”

联合发开了多个项目。

为完善新能源产业化对底盘零部件的NVH性能要求的变化及提升，公司与上海某大学开展合作，成立

了NVH工程专项研究组，初步获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操控系统轻量化踏板总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新能源车型配套轻量化踏板总成销售数量约6.9万件， 占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约

19.8%；公司先后获得了上汽乘用车EX21、ZS11e，吉利汽车集团FE-3ZC，BX11-P等项目，同时进入了众

泰新能源、小鹏汽车、爱驰亿维、敏安汽车、赛麟汽车等国内新能源“造车新势力”的配套体系并获得项目，

为未来新能源业务进一步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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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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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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

在皇廷世纪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杨颖韬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相关

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

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公

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工作细则》。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修订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内部审计

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投资

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关于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关于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年报信息

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关于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大信息

内部报告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评价标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内部控制

缺陷评价标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关于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规范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委托理财

管理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包含3,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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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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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8月17日在

皇廷世纪酒店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刘林然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了相关议

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

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8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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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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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7,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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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核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056号）核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16.0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320,2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26,800,000.00元，已缴入募集的股款为293,400,000.00元，同时扣除

其他发行费用9,392,419.9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4,007,580.0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月16

日全部到账，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2017）第0415

号）

二、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计划

1.�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下，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

资金收益，以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2.�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以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

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低风险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仅限于投向

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ＡＡ级以上（含ＡＡ级）券商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4.�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具

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6.�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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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

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2、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

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财务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登记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及收益，如

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审计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公司本次对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

回报。

五、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7,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六、专项意见说明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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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包含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本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2.�监事会专项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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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含7,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本事项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投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将有利于资金增值，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及日常经营的正

常进行。凯众股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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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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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包含3,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

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公司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

万元（包含3,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一、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计划

7.�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对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增加资金收益，以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

8.�投资额度及期限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包含3,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以更好的实现公司资金的保值增值，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9.�投资品种

为控制资金使用风险，公司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投资低风险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仅限于投向

国有商业银行或国有ＡＡ级以上（含ＡＡ级）券商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上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10.�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11.�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等相关事宜，具

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12.�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

体情况。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上，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

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财务部建立资金使用台账，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登记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进展及收益，

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

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本次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 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自有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自有资金使用

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包含3,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及审批程序。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包含3,000万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本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603037

证券简称：凯众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27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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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结合公司发展

规划，董事会同意对现行的公司组织架构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公司代码：

603037

公司简称：凯众股份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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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润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4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贵兴 刘聪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9

号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西路9

号

电话 0513-80100206 0513-80100206

电子信箱 rbgf@rainbowco.com.cn rbgf@rainbowco.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55,716,667.02 836,502,271.72 1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545,132.55 52,625,052.55 -3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06,454.36 17,333,515.54 -82.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295,145.65 -84,611,998.50 -7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11 -5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11 -56.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2.15% -0.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300,771,220.06 4,357,619,390.11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66,898,596.38 2,466,370,517.62 0.0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8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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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通威望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47%

292,303,

880

48,223,880 质押

198,668,

898

CHINA�

CRANE�

INVEST-

MENT�

HOLDINGS�

LIMITED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西藏瑞华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78% 32,149,253 32,149,253 质押 32,149,000

同方金融控股

（深圳） 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4% 17,776,000

国海创新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9% 16,074,627 16,074,627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1.12% 7,500,000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36% 2,447,848

周涛 境内自然人 0.34% 2,282,465

黄兆辉 境内自然人 0.33% 2,227,418

郭新彦 境内自然人 0.31% 2,087,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学杰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7,5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7,500,000股。 公司股东周涛未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股，通过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82,465

股，实际合计持有2,282,465股。 公司股东郭新彦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087,660股， 实际合计持有2,

087,660股。 公司股东于栋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769,120股，实际合计持有1,769,120股。公司股东李

伟新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549,234股，实际合计持有1,549,234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

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571.67万元，同比上升14.25%；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54.51万元，同比下降38.16%。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按照公司制定的“打造高端装备板块与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板块

双轮驱动的高效发展模式” 的战略转型方针，持续推进公司战略转型升级。 产业并购基金

--南通润浦环保产业并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9,079.93万元继续增持湖北中油

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7.76%的股权。截止本报告期末，润浦环保共持有中油优艺28.92%的

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高管共同出资设立南通瑞诚环保

科技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企业将围绕国内外危险废弃物、污泥处理处置等领域的产业链

上下游进行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自主品牌“杰马” 起重装备业务特别是散料系统解决方案业务不断取

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打造的一台桥式抓斗卸船机

在报告期内顺利交付客户。 目前，该产品已正式在印尼CIGADIN港投入使用。 报告期内，历

时4个月的研发和6个月的制造，公司新一代环保型装船机也于报告期内进入总装阶段。 目

前，公司“杰马”散料系统包含了移动式港口起重机、气力式卸船机、埋刮板式卸船机、链斗

式卸船机、抓斗卸船机、环保料斗和多种装船机等产品，同时注重了产品的绿色环保和智能

化。 截止目前，该类产品已被广泛应用到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及码头。

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子公司润邦卡哥特科工业有限公司两台台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STS）先后在润禾码头成功装船发运往荷兰鹿特丹港，标志着公司在港口机械市场又迈出

重要的一步。

作为公司重要的基建项目， 润禾码头于报告期内顺利通过了由江苏省口岸办组织、省

市两级海关、海事、边检参加的码头开放验收审查会议的验收。 润禾码头作为太仓港区首座

重大件码头，引桥和码头设计载荷为4吨每平方，码头长度361米，水深12米，拥有一个50,

000吨级的件杂货泊位，可满足大型装备、风电设备、钢结构及钢材等件杂货物装卸、亦可满

足重、特大件设备的场地总装和整体滚装发运的要求。

报告期内， 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个燃煤耦合污泥发电技改项

目获批，分别为河北华电石家庄裕华热电有限公司燃煤耦合污泥发电技改项目、昆山新昆

生物能源热电有限公司燃煤耦合生物质发电技改项目、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燃煤耦合

污泥发电技改项目、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燃煤耦合污泥发电技改项目、新会双水发电（B

厂）有限公司燃煤耦合污泥发电技改项目。燃煤耦合污泥发电技改项目的成功申报，体现了

国家对利用现有大型电厂参与处置污泥的政策支持，同时也显示了江苏绿威在污泥处理处

置行业的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邦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积极拓展市场，不断优化

业务和产品结构，努力消化现有产能。 润邦海洋“华电稳强”自升式海上风电安装作业平台

项目报告期内正处于有序建造过程中， 润邦海洋成功获得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

为润邦海洋进一步开拓钢结构市场奠定了基础。 同时润邦海洋成功入围中建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压力容器壳体部件、总装、试压的制造基地，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在德国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GENMA(GERMANY)

HOLDING� GMBH，注册资本金10万欧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已全额出资。

2、 公司与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在印度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GENMA (INDIA)�

PRIVATE� LIMITED，其中公司出资比例1%，润邦重机出资比例99%，截止2018年6月30

日公司出资2000美元，润邦重机出资15.3万美元。

3、南通润邦重机有限公司在韩国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Genma� Korea� Co.,� Ltd.，注

册资本金10万美元，截止2018年6月30日已全额出资。

4、 润邦重工 （香港） 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HRG� MARITIME�

SERVICE� LIMITED，注册资本1万港币，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未出资。

5、 润邦重工 （香港） 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HRG� OFFSHORE�

SERVICE� LIMITED，注册资本1万港币，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未出资。

6、 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市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绿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51%，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未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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