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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

特定含义： 

远东传动、本公司、公司 指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行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指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预案（修订稿） 

董事会 指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

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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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89,370 万元

（含 89,37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资金投入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

造生产线项目 
95,731.97 81,370.00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000.00 8,000.00 

合计 103,731.97 89,370.00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

换。如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的金

额，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建设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主要用于生产高

端等速驱动轴。项目坐落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以东，项目土地已经取

得豫(2018)许昌市建安区不动产权第 0004713 号证书。 

项目投资内容主要包括厂房建设，设备购置等。项目总投资额为 95,731.97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81,370 万元。 

2、项目背景 

（1）政策支持汽车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6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指出，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重点突破关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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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四基”瓶颈。

引导整机企业与“四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产需对接。支持全产业链协同创新

和联合攻关，系统解决“四基”工程化和产业化关键问题。强化基础领域标准、计

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支持工业设

计中心建设。设立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实施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完

善政策体系，支持企业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

环保等水平，实现重点领域向中高端的群体性突破。开展改善消费品供给专项行

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依托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引导汽车行业加强与原材料等相关行业合作，协同开展高强钢、铝合金高真空压

铸、半固态及粉末冶金成型零件产业化及批量应用研究，加快镁合金、稀土镁（铝）

合金应用，扩展高性能工程塑件、复合材料应用范围。鼓励行业企业加强高强轻

质车身、关键总成及其精密零部件、电机和电驱动系统等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攻

关，开展汽车整车工艺、关键总成和零部件等先进制造装备的集成创新和工程应

用。推进安全可控的数字化开发、高档数控机床、检验检测、自动化物流等先进

高端制造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支持优势特色零部件企业做强做大，培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零部件领军企业。针对产业短板，支持优势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联合攻

关，重点突破动力电池、车用传感器、车载芯片、电控系统、轻量化材料等工程

化、产业化瓶颈，鼓励发展模块化供货等先进模式以及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等

高端零部件。到 2020 年，形成若干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具备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到 2025 年，形成若干营收规模进入全球前十的汽车

零部件企业集团。  

本项目生产的高端等速驱动轴是汽车零部件重要部分，属于产业政策支持的

项目。 

（2）我国汽车零部件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 

汽车行业是高投入、高产出、规模效益显著的行业，目前汽车市场的竞争实

质上已成为现代科技的较量，技术创新的竞争。国家鼓励企业依托其自身的技术

专长，开发新型汽车零部件，提高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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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工业是汽车工业的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汽车零部件在汽车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汽车市场需求庞大，自有品

牌及合资品牌的整车制造商众多，带动了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发展。随着专业分工

的不断深入，近年来整车制造商剥离部分汽车零部件生产车间，向汽车零部件专

业生产企业采购的情况越来越多。目前，中国已基本建立较为完善的零部件供应

体系，但在部分高端零部件产品的竞争力上仍不及国际零部件巨头或合资公司。 

要大力发展汽车工业，就必须相应发展汽车零部件工业。国家行业政策、区

域鼓励政策的推动及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将为汽车零部件工业提供发展的良好

机遇。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等速驱动轴市场容量大 

等速驱动轴是乘用车底盘传动系统中的重要部件，安装在差速器或末端减速

齿轮与车轮之间，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从变速器（差速器）通过左右两根等速驱动

轴传递到左右驱动轮上，有效保证等速驱动轴和车轮等速旋转，驱动乘用车平稳、

高速行驶。等速驱动轴的结构强度与工作性能直接影响整车运行的可靠性、平顺

性和舒适度。因此，等速驱动轴对于汽车的动力性、操纵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08-2018 年期间我国汽车产销量实现大幅度

增长，汽车产销量从 934.51 万辆和 938.05 万辆增至 2,780.92 万辆和 2,808.06 万

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的主要增长点，连续十年蝉联全球第一。等速驱动轴主要

用于乘用车，2018 年我国乘用车的产销量达到 2,352.94 万辆和 2,370.98 万辆，

等速驱动轴的总体市场规模非常庞大。目前，我国等速驱动轴产品已实现国产，

但是具备高端等速驱动轴生产能力的厂家较少。公司多年来致力于汽车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能够实现高端等速驱动轴产品的量产，

并将努力打造高端等速驱动轴产品自有品牌。 

（2）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客户黏性 

非等速传动轴及等速驱动轴均为重要的汽车零件。公司是国内非等速传动轴

龙头企业，非等速传动轴主要用于卡车、皮卡、大型客车、专用车等商用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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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装载机、起重机等工程机械产品。而等速驱动轴主要应用于轿车等乘用车领域。 

公司非等速传动轴的主要客户为大型整车制造商，客户对等速驱动轴也有大

量的产品需求。部分客户曾与公司洽谈，希望公司进一步丰富产品结构，向其提

供等速驱动轴产品。公司具有多年汽车零部件的生产管理经验，且配备了等速驱

动轴的生产技术团队，具备量产等速驱动轴的能力。等速驱动轴产品达成量产，

能够更好的服务公司现有的大型整车制造商客户，增强客户黏性；同时，亦有利

于公司拓展其他客户，深入发展主营的汽车零部件业务。 

（3）顺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强化公司竞争力的需要 

汽车零部件工业是汽车工业的基础，随着专业分工的不断强化，汽车零部件

在汽车产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目前，零部件全球采购、零部件与整车专业化

分工已成为当今国际汽车工业的主流。 

公司是国内非等速传动轴的龙头，技术在国内领先，且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

际标准；而等速驱动轴产品是国际汽车零部件巨头的传统优势产品。公司此次拟

投资的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将引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

等速驱动轴生产线，并配备在线检测、防错等系统和检测设备。高端自动化设备

的引进，配合公司的等速驱动轴生产技术团队，以及多年汽车零部件生产管理经

验，能够有效保障公司量产高质量、稳定的等速驱动轴产品，进一步提升公司智

能化制造水平；同时，上述高端设备的有效应用，也是得到大型整车制造商对公

司等速驱动轴产品认可，与大型整车制造商洽谈等速驱动轴订单的重要基础，有

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 

因此，本项目的实施是顺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强化公司竞争力的需

要。 

（4）有利于公司拓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等速驱动轴除了在传统燃油乘用车上使用外，还能够应用于新能源乘用车。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断增长，从 2015 年的 340,471 辆及 331,092

辆大幅增长至 2018 年的 1,270,481 辆及 1,256,195 辆，增长趋势较为明显。 

通过等速驱动轴的量产，公司能够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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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利于公司汽车零部件出口 

近年来，国内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在零部件全球采购、零部件

与整车专业化分工的大背景下，国内的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开始与国外知名整车

制造商合作，向其提供汽车零部件。 

公司的非等速传动轴已取得世界顶尖商用车生产商的认证，具备合格供应商

资格，列入了其采购体系。公司在等速驱动轴产品量产后能够进一步优化汽车零

部件产品结构，为与国外大型整车制造商的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4、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额为 95,731.97 万元。投资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估算 

1 建设投资 82,355.25 

1.1 建筑工程费 11,870.20 

1.1.1 厂房建筑 11,765.00 

1.1.2 其他建筑 105.20 

1.2 设备购置费 63,040.20 

1.3 其他工程费用 641.00 

1.3.1 勘察设计费 70.00 

1.3.2 工程监理费 40.00 

1.3.3 工程预算费 31.00 

1.3.4 建设单位管理费 420.00 

1.3.5 其他前期费用 80.00 

1.4 道路工程 3,506.26 

1.5 装修工程 2,344.61 

1.6 室外管网 409.86 

1.7 围墙 295.20 

1.8 绿化 247.92 

2 土地费用 6,588.40 

3 预备费 817.14 

4 铺底流动资金 5,971.18 

总投资 95,7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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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厂房建筑 

厂房建筑工程包括成品库钢结构、成品库建筑安装、等速部钢结构、等速部

建筑安装、总装及涂装钢结构、总装及涂装建筑安装工程，合计投资金额为 11,765

万元，面积合计为 101,939.47 平方米。 

（2）设备内容 

项目将配置高端自动化设备，匹配公司对等速驱动轴的高端产品定位。主要

设备包括自动化生产线、装配线、测量检测设备等，设备投资总额为 63,040.20

万元。 

5、产能情况 

本项目完全达产后，每年将新增高端等速驱动轴 200 万套。 

6、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期为两年，预计第三年达产率为 70%，第四年达产率为 85%，

第五年完全达产。项目完全达产后，每年预计新增收入 97,000 万元（不含税）。

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1.31%，静态回收期为 8.36 年（含建设期）。 

7、备案及环评情况 

（1）备案文件 

本项目已取得许昌市建安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河南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明，项目代码为：2017-411023-36-03-030000。 

（2）环评批复文件 

本项目已取得许昌市建安区环境保护局出具的《关于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

限公司汽车传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一期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

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建安环审[2018]66 号)。 

8、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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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中的 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增强公司的资金实

力。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张使得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大。 

近年来，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公司

营业收入分别为 102,427.48 万元、152,261.12 万元、171,961.51 万元，2017 年度

及 2018 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 48.65%、12.94%。近年来，公司业务持续

发展，营业收入逐年递增，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随之扩大。公司通过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为公

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2）持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自上市以来，公司稳步实施各项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有效推动公司研发、

生产、销售等方面的升级优化，实现主营业务的不断发展。未来公司将把供给体

系质量提升、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进一步提升产品设计的标准化、设备使

用的效率、物流采购的水平，持续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

施，有利于巩固公司作为国内非等速传动轴的龙头企业地位，进一步稳固与国内

多个大型整车制造商的稳定合作关系，并拓展其他大型整车制造商客户。 

公司拟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8,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既能进一步增强公司

的资本实力、增强资产流动性，又能为公司未来业务战略的顺利实施和稳步推进

提供资金保障。 

3、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不超过 8,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募集的资金。 



9 

4、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提升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长期来看，将更有利于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使公司的资

金实力和资信等级进一步提高，对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5、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年产 200 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的实施，能够提升公司汽车零

部件产品业务规模，增强客户黏性，进一步提高公司生产的智能化水平，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流动性，从而提升公司的

抗风险能力，为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长期来看，将更有利于推进

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

将会同时增加，公司资金实力得到提升，为公司的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前，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的财务成本较低，利息偿付风险较小。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开始后，若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大部分

转换公司股份，公司的净资产将会增长，但在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投资项目尚

处于建设期，效益的产生需要一定时间，将使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短期有所降低，

但是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逐步达产，公司的盈利能力将逐渐提高。 

四、结论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



10 

产业政策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市场前景良好、盈利能力较强。通过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

力，为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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