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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倪祖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平平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皓 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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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7,115,801.30 5,376,826,080.55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88,234,501.50 3,198,977,007.92 2.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617,322.17 438,447,967.23 -45.8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130,567,027.99 1,405,441,249.23 -1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138,845.97 85,893,996.92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761,375.15 84,809,011.43 -4.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3.04 减少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1 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1 4.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3,529.4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37,719.6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329,541.0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517,763.9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6,354.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480,378.94

合计 8,377,470.82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2,41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146,880,000 36.6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GOLDVAC�TRADING�LIMITED 112,300,000 28.00 无 境外法人

倪祖根 65,489,949 16.33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14,400,000 3.5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闵耀平 10,175,526 2.54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3,836 0.50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

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87,500 0.27 无 未知

周华明 1,086,600 0.27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838,500 0.21 无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651,608 0.16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146,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880,000

GOLDVAC�TRADING�LIMITED 11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300,000

倪祖根 65,489,949 人民币普通股 65,489,949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闵耀平 10,175,526 人民币普通股 10,175,5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03,836 人民币普通股 2,003,8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0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7,500

周华明 1,0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6,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838,500 人民币普通股 838,5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651,608 人民币普通股 651,6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GOLDVAC�TRADING�LIMITED、倪祖根、苏州立

达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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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与年初余额相比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1,305,424,447.23 1,951,124,399.23 -33.09

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所做

的银行结构性存款进行重新分类所

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221,815,263.90 308,451,388.89 296.11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结构性存款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 70,097,982.53 51,586,349.59 35.88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客户开具的应

收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59,128,443.92 86,387,446.18 -31.55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847,578.82 28,240,158.76 -89.92 主要系可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01,905,555.57 200,151,666.68 50.8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报告期内，做

的超过一年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增加

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0.00 66,499,422.4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

致

合同负债 63,304,445.35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收入准则，将

“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82,030,670.36 123,075,029.40 -33.35

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2019年计提的

年终奖金所致

长期借款 300,000,000.00 200,000,000.00 50.00

主要系超过一年的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8,122.93 1,290,458.34 -56.75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到期银行结构

性存款利息，冲回所计提相应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与上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期增减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30,567,027.99 1,405,441,249.23 -19.56

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疫情影响销售收入

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9,713,715.64 15,925,470.18 -223.79 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2,331,660.70 1,203,387.45 93.7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0.00 99,749.52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没有银行理财收益，

去年同期有银行理财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17,763.90 0.00 不适用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做的银行结

构性存款计算的变动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86,956.6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计提坏账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8,912,032.80 -21,207,864.33 36.33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52,569.70 -867,270.79 59.35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售固定资产损失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4,503,563.53 761,874.53 491.1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8,833,898.84 13,747,449.91 -35.74 主要是报告期内递延所得税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比上期增

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617,322.17 438,447,967.23 -45.80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0,210,781.77 -20,019,744.46 -4996.02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报告

期内做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增

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37,505.23 123,610,010.00 -2.32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了银行

借款并支付利息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祖根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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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

注意阅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强调事项如

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十二、或有事项描述了全资子公司莱克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开展远期结汇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对莱克电气公司造成的影响。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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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公司总股本40,100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10,426万元(含税),不实施送股和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剩下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该利润分配的预案尚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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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电气 60335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平平 胡楠

办公地址 苏州新区向阳路1号 苏州新区向阳路1号

电话 0512-68253260 0512-68415208

电子信箱 lexy@kingclean.com lexy@kingcle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通过多年的专业化和国际化的经验积累，形成了以高速微电机为核心技术，以家居环境清洁产品、空

气净化空气舒适产品、水净化及健康饮水产品、智能厨房小家电产品、个人护理产品、园林工具、电机等为主营

业务的家电研发、制造与销售企业。

作为全球环境清洁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的企业， 莱克始终坚持为目标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

坚持“与众不同”和“领先一步”的产品研发策略，持续开展设计创新、品类创新和性能创新，以技术创新打造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持续不断的推出了一系列引领行业、行业领先的产品。2019年1月，公司被江苏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授予“江苏省消费品工业“三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示范企业” ；2019年3月，公司被中国质量

检验协会评定为“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 ；2019年4月，莱克电气设计研发的“莱克魔洁M12”

（立式/手持无线吸尘器）荣获德国红点工业设计大奖；2019年9月，莱克魔洁M12立式/手持无线吸尘器，凭借

时尚、创新的理念，斩获2019年IDEA设计大奖，这是莱克魔洁系列产品继德国红点奖之后再次获得设计类的

国际殊荣；2019年9月，莱克电气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净水设备专业委员会授予“净水之星-全国净水行业优

秀民族企业”荣誉称号；2019年11月，莱克电气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

范企业” 称号。

2、 经营模式

公司是一家以自主品牌（LEXY莱克、bewinch碧云泉、Jimmy莱克吉米）和ODM自主研发生产、全球贴

牌销售为经营模式的家电企业。

目前，莱克电气生产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在海外市场，莱克生产制造产品进入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先后与众多世界前500强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内市场，莱克品牌的产品已经遍布全

国30多个省份、300多个城市、终端门店超过4000多家。

3、 行业情况说明

综合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家电消费变迁史来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家电消费将从功能消费阶段开

始进入品质消费阶段，产品从高刚需的功能家电（以大家电为主）向非必需的品质家电（以小家电为主）延

伸。

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指导、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编制的《2019年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报告》显示，

2019年国内市场家电零售额规模8,032亿元，同比增长率为-2.2%。 但生活家电产品，由于不断有新品类出现，

整体规模维持了增长，随着消费者自主消费意识的觉醒，美发、个人护理类产品增长明显；电饭煲、料理机、电

风扇、加湿器、电热水壶等大多数成熟生活小家电发展稳定；扫地机器人、卷发器、电动牙刷、清洁机等新兴生

活小家电产品增长较好。 总体而言，生活家电市场潜力大、活力大、创新力强，市场规模还会不断增长。

伴随着大家电市场的成熟，小家电发展的市场空间更为广阔。小家电更新迭代的速度加快，也使得其商业

蓝海版图显得更为清晰。 在家电产品市场整体走向中高端和细分化的趋势下，莱克的产品不仅在技术、健康、

环保、智能方面深度挖掘，而且很注重产品的质量，以及洞察消费者的痛点，给消费者感知上的创新。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5,376,826,080.55 4,473,670,439.16 20.19 5,167,681,838.54

营业收入 5,703,217,183.56 5,863,824,291.69 -2.74 5,709,587,58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2,271,716.37 423,041,320.60 18.73 365,528,33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80,049,909.39 445,870,733.39 7.67 341,024,56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8,977,007.92 2,781,768,832.04 15.00 3,239,113,23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7,985,677.99 668,728,081.99 80.64 214,168,010.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5 19.05 0.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5 1.05 19.05 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9 12.64

增加4.15个百分

点

11.77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405,441,249.23 1,389,221,031.68 1,417,073,036.19 1,491,481,86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5,893,996.92 149,946,013.45 146,519,483.27 119,912,2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84,809,011.43 148,064,631.42 144,549,037.73 102,627,22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38,447,967.23 270,476,240.23 116,943,408.55 382,118,061.98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6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41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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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 146,880,000 36.63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GOLDVAC�TRADING�LIMITED 112,300,000 28.00 无 境外法人

倪祖根 65,489,949 16.33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司 14,400,000 3.59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闵耀平 -821,574 10,416,226 2.60 无 境外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82,597 3,815,214 0.95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45,900 1,145,900 0.29 无 未知

周华明 -381,200 944,700 0.24 无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一零一组合 691,608 691,608 0.17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6,788 677,808 0.17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莱克（苏州）投资有限公司、GOLDVAC�TRADING�LIMITED、苏州立达投资有限公

司、倪祖根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03亿元，同比减少2.74%；营业成本41.74亿元，同比减少5.04%；截止2019

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53.77亿元，比年初增长20.19%；总负债21.78亿元，比年初增长28.72� %；资产负债率

为40.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2亿元，同比增长18.73%；公司整体经营效率保持持续稳定的增

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的“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变更” 。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集团 2019�年1-12月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为本公司和14家子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级次 本年新增/减少 合并期间

1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 2019年度

2 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3 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4 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5 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6 KINGCLEAN�HOLDINGS�SG�CO.,PTE.LTD 3 2019年度

7

C?ng�ty�TNHH�Vacpro�Electric�Vi?t�Nam

(梵克罗电气越南有限公司)

4 本年减少 2019年1-9月

8

C?ng�ty�TNHH�Vacpro�Vi?t�Nam

（梵克罗越南有限公司）

4 本年新增 2019年度

9

VACPRO�ELECTRIC�THAILAND�CO.，LTD

（梵克罗电气（泰国）有限公司）

4 本年新增 2019年度

10 莱克电气香港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11 苏州碧云泉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12 苏州艾思玛特机器人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13 莱克电气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 本年减少 2019年1-4月

14 苏州雷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 2019年度

15 苏州金莱克精密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2 本年新增 2019年度

本年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以及相关财务信息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本附注“九、在

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证券代码：

603355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06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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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以电话、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祖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刘凤委先生、龚怀龙先生和殷爱荪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2019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且对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

书面意见。

《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倪祖根、倪翰韬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 并且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书面意

见。

公司拟以总股本40,1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0,426万元（含税），剩下的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于2020年5月15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8名董事组成，其中有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对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符合条件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

格审查，同意提名倪祖根、王平平、薛峰、韩健、倪翰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周中

胜、顾建平、徐宇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上八名董事的任期均自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三年。

上述八名候选董事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实行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和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结合公司所在地区、所处行业、规模相似上市公司的薪酬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制订的，有利于充分调动公

司董事积极性，使其更好的履行勤勉尽责的义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提升董事会决策效果和质

量，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拟定为7万元/年/人（含税），非独立董事不领取津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意见内容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审计机构2019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期一年，费用按双方商定执行。

《莱克电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及其子公司（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限公司、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苏州碧云泉净水系统有限公司、苏州

艾思玛特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雷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金莱克精密模具科技有限公司、C?ng� ty�

TNHH� Vacpro� Vi?t� Nam（梵克罗越南有限公司）、VACPRO� ELECTRIC� THAILAND� CO.，LTD（梵克

罗电气（泰国）有限公司）、KINGCLEAN� HOLDINGS� SG� CO.,PTE.LTD）拟向银行申请总授信额度（授信

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不超过人民币176亿元整（大写：壹佰柒拾陆亿

元整）（或等值外币），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亿元）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5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5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15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6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0

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8

8 中国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0

9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5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

1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

14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

1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 2

1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17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新区支行 3

1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19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5

2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21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

22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

2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

2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5

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4

26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平江支行 3

27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

28 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 6

29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 3

30 其他银行 20

合计 176

上述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 授

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

上述授信额度董事会同意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有效期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9�日

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1、 倪祖根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 1987年至1994年，先后任苏州春花

吸尘器总厂电机工程师、电机分厂厂长、厂长助理和技术副厂长；1994年至2006年，先后担任苏州金莱克电器

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7年，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总经理。

2、 王平平先生：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年至1998年，先后任苏州助剂厂财务科

长，苏州五金矿产机械进出口公司财务经理；1998年至2007年，先后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财务科长，金

莱克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8年1月至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1年5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公司董事会秘书。

3、 薛峰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9年至1997年，任苏州春

花吸尘器总厂质检科科长；1997年至2006年，先后担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莱克电气有限

公司总经理；2007年，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裁、电机事业

部总经理。

4、 韩健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89年至2009年，先后任苏州春花

吸尘器总厂销售人员、分厂车间主任、厂长助理，苏州春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飞利浦家电（苏州）

有限公司运作部高级经理，飞利浦优质生活部（苏州）高级质量经理；2009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海外销

售总经理。

5、 倪翰韬先生：1985年出生，江苏苏州人，本科学历，美国普渡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曾任莱克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电机工艺科长，市场部经理，无刷电机事业部总监，总经理助理，自主品牌与线

上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现任总裁助理。

6、 顾建平先生：1966年8月出生，江苏吴江人，汉族，中国籍，管理学博士。 现为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经济

学教授，学校产业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产业组织。历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党委委

员、经济学系主任、苏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现兼任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603828）、苏州市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3183）等公司独立董事。

7、周中胜先生： 1978年10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中国社科院金融学

博士后，中国会计学会资深会员，香港浸会大学访问学者，财政部会计学术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现任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院长助理兼会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政府审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苏省财政厅

内部控制咨询专家、江苏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会计协同发展中心副主任。现还

兼任苏州斯莱克股份有限公司（300382）、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300192）和苏州华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002787）的独立董事。

8、徐宇舟先生：1978年7月生，中共党员，汉族，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静安区司法局律师党工委委员，上

海原本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主任。 曾先后为包括上海电气、华谊集团、机场集团、绿地集团、银联、锦江等多

家国有集团提供国资国企法律服务，为各类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资管等金融机构提供各类金融信托及资产

管理法律服务，曾经成功承办上海首次公务用车拍卖项目、上海首单地方国企超短融债券发行项目、首批非上

市公司小公募债发行项目等标杆性法律服务项目。 现任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兼任上海天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300245）和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603728）的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603355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12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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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能科技” ）、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机械” ）、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车电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0年度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2亿元 （或等值外

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2,278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根据公司有

关制度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文件精神，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时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2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拟办理银行

拟担保

授信额度

（亿元）

1

莱克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中国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其他银行 10

小计 23

2

莱克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

州）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2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3

中国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2

其他银行 10

小计 24

3

莱克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1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中国银行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1

其他银行 10

小计 15

总计 62

上述控股子公司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在向

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时，公司拟在上述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且公司将根据这三家子公司未来实际

经营需要，在6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具体担保额度分配进行适当调整。 同时，提请

授权董事长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贷款银行、担保金额、担保期间及担保方式

等。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这三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时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2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苏州高新区浒关分区石林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倪祖根

注册资本：4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2月24日

经营范围：农业、林业、园林机械、机具新技术设备、清洁器具、厨房器具及其他小电器及相关零配件（含水

处理配件）以及相配套的电机、水泵（含潜水电泵、微型电泵）、发动机、小型汽油发电机、微型风力及太阳能发

电机组的研发、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模具、注塑件生产及相关零配件的表面处理；塑胶新材料的生产、销售；

日用品、化妆品的批发零售；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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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绿能科技系本公司与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本

公司持有其95%的股权，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持有其5%的股权。

绿能科技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226.82

负债总额 28,302.3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27,485.90

资产净额 103,924.53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7,060.59

净利润 13,050.90

（二）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苏州金莱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珠枫路99号

法定代表人：倪祖根

注册资本：14036.988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8月23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造、组装、加工农业、林业、园林专用机具新技术设备、机械，以及清洁器具、厨房家

电等小电器及相关零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与公司关系：精密机械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精密机械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539.12

负债总额 9,364.9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9,364.96

资产净额 23,174.16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5,905.96

净利润 3,826.85

（三）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苏州金莱克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苏州高新区泰山路55号

法定代表人：倪祖根

注册资本：8277.468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2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汽车电机，车身电子控制系统、发动机控制类系统汽车电子装置，非金属制品模具、

精冲模的相关产品及零部件；精密冲压加工；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和售后服务；研发制造农、林、园林

机械、机具新技术设备及配套的电机、发动机、小型汽油发电机、清洁器具、厨房器具、小家电；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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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关系：汽车电机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汽车电机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052.35

负债总额 6,185.7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5,940.74

资产净额 13,866.63

项目

2019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495.20

净利润 1,011.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计划担保总额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尚需银行或相关机构审核同

意，协议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公司授权董事长在不超过上述授权范围内签署上述三家控股子公司担

保的相关文件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公司为了支持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需要，目

前这三家控股子公司偿还债务能力较强，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这三家子公司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为

其提供全额担保支持，有利于这三家子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为此，董事会同意

上述担保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本次担保是为了配合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

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 公司在实施上述担保时均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

定，执行了相关决策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时提供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2亿元（或等值外币）担保额度的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为32,278万元，占公司2019

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09%。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9�日

证券代码：

603355

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07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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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以电话、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大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均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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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 2020�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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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2）公司 2020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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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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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是基于公司长期稳健的经营能力，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

提下，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即期和长远利益，符合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审议程序合规合法。 我们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于2020年5月15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监事会提名徐大敢、卫薇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上监事

候选人如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李金健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以及确保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拟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

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中低风险、固定或浮动收益类的理财产品。 该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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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

本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润的情形，同意公司执行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4月 29日

附件：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 徐大敢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6年至2004年，先后担任苏州铸件厂财务科

长，苏州沙特卡铸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长，金红叶纸业（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会计课长、销售会计课长、总帐

会计课长、成本会计课长；2004年至2007年，历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物资经理、内部审计部经

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审计部部长。

2、 卫薇女士：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工程师。 1987年至1997年，在春花吸尘器厂任职；1997年至2007年，

先后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检验科长，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总装厂厂长；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人

力资源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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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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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否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4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在审议时，关联董事作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无反对和弃权。

2、本议案在审议前已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议案也发表了书面意见，认

为：上述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业务往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方式符合市场

规则，交易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发展，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关联方交易情况，符合证监会、上交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与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

预计金额

（未税）

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

（未税）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

费、水电费）

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445.00 429.10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60.00 48.44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线路板）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45.85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酒类）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50.00 11.61

接受关联人住宿、会议接待服务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93.00

合计 5,755.00 1,628.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300.00 111.38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 6.57

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2.48

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455.92

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0 41.78

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 1,120.00 1,118.67

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00.00 0.00

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169.41

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70.91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00 45.13

合计 6,130.00 2,022.25

（三）公司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估金额

（未税）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费、水电费）

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500.00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60.00

向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线路板）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酒类）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50.00

接受关联人住宿、会议接待服务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0

合计 5,810.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300.00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苏州好易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0

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

淮安尼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苏州尼盛地产有限公司 1,200.00

伊思秀美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500.00

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500.00

苏州尼盛广场有限公司 100.00

苏州工业园区尼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150.00

苏州尼盛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

尼盛置业（苏州）有限公司 150.00

向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租赁费、水电费） 苏州咖博士咖啡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250.00

合计 4,770.00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

注册地：太仓市璜泾镇创新工业园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塑料制品（不含吸尘器零部件的制造），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208.95万元，净资产为2,

778.31万元；营业收入为442.92万元，净利润为-366.03万元。

苏州华利塑化模具有限公司持有太仓华美达塑料电器有限公司70%的股权，而苏州华利塑化模具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倪祖根的哥哥倪祖贤和妹夫高引明，同时公司董事倪祖根现任太仓华美达塑料电

器有限公司的董事。

2、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工业区

主营业务：出租自有房产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939.51万元， 净资产为4,

089.30万元；营业收入为174.67万元，净利润为43.42万元。

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是由Kingclean� International� Limtied�（毛里求斯）100%控股，而Kingclean�

International� Limtied�（毛里求斯）实际控制人是倪祖根。 因此，公司与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为同一实

际控制人。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第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西229号

主营业务：住宿服务及配套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售、酒店管理、游泳池经营等。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9,833.72万元， 净资产为17,

119.15万元；营业收入为12,615.82万元，净利润为351.48万元。

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由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而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是倪祖根100%控股的。 因此，公司与苏州尼盛大酒店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苏州尼

盛大酒店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10.1.3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4、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迎宾路39号1幢

主营业务：房屋设施租赁、物业服务、预包装食品（酒类）批发零售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75,297.89万元，净资产为36,

689.16万元；营业收入为2,934.66万元，净利润为211.44万元。

尼盛家居 （苏州 ） 有限 公司 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 股 ， 而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是倪祖根100%控股的。 因此，公司与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

控制人。 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

章第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5、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高新区横塘迎宾路39号1幢

主营业务：品牌管理；营销策划；销售：家居用品、橱柜、厨房电器设备及厨房用品，台面、软装饰品、五金材

料、电子元器件、金属制品、电子产品及配件、机电设备、百货、劳保用品；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

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工程设备安装施工及技术咨询服务；市

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房屋设备维修保养，房屋租赁、交易，庭院绿化设计施工；代办家居服务

及其相关的物业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9,842.78万元， 净资产为8,

199.48万元；营业收入为12,028.09万元，净利润为645.31万元。

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由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100%控股，而尼盛家居（苏州）有限公司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控股，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是倪祖根100%

控股的。因此，公司与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西曼帝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

关联方，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10.1.3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6、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苏州工业园区星龙街428号苏春工业坊15A厂房

主营业务：从事印刷线路板组件及系统集成产品（用于移动通信设备系统及通信电源）、电脑及周边产品

的研发、生产、组装、测试，销售本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从事本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及配套

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业务。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2,843.73万元， 净资产为

28,706.60万元；营业收入为97,591.91万元，净利润为4,533.92万元。

莱克 （苏州）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8.85%股权，Rayv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持有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2.37%股权， 而莱克 （苏州） 投资有限公司由倪祖根100%控股，

Rayv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是 由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100% 控 股 ，Ni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是倪祖根100%控股的。 因此，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倪祖根，公司与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苏州利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55

公司简称：莱克电气

公司代码：

603355

公司简称：莱克电气

（下转B24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