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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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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变更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汽车液力变矩器建设项目” 

●变更项目及投资金额：现拟变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变更后总投资

57,684.00 万元。建设规模为：新建汽车变矩器厂房、研发试验中心、综合库房及自

动化立体仓库；建设两条乘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一条商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

零部件制造单元、研发及检测设备等；研发能力及信息化建设；新建公用配套设施

等。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动力”或“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变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2年 9 月 21 日签发《关于核准陕西航天动

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68 号）核准

公司向机构投资者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合计不超过 8,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59 元。公司实际发行 7,942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99,989.78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

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 3,248.00万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96,741.78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3月 21日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划入公司开

设的募集资金专户，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瑞岳华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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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3]第 0079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到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96,741.78万元，将用于

公司的汽车液力变矩器建设项目，项目投资情况具体如下（截至 2019年 3月31日）：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

资金额 

（万元） 

投资备案文号 
环境影响评价

批复 

募集资金

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1 
汽车液力变矩

器建设项目 
110,183.00 96,741.78 

陕西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陕

发改动员

[2011]2148 号 

西安市环保局

高新分局高新

环评批复

[2011]128 号 

28,422.22 

（三）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以下 2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

资金存放情况如下（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存放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

余额（含利息） 
备注 

汽车液力变矩

器建设项目 

航天科技财

务有限责任

公司 

2170056620 38,033.68 
不含暂时补

流资金 3亿 

汽车液力变矩

器建设项目 

建设银行西

安洪庆路支

行 

61001790007049319319 11,646.10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入项目具体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投入规模及目前建设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原计划投资建设内容为：新建汽车变矩器厂房、研发试验中心、

库房；建设五条乘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一条商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一条核

心零部件生产线、研发试验及检测设备，基础研究开发软件，营销服务网站；新建

公用配套设施等。 

原项目批复总投资 110,183 万元（按建设投资+全部流动资金），其中建设投资

85,183 万元：汽车变矩器厂房 4,680 万元、研发试验中心 4,800 万元、库房 54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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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汽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 44,536 万元、核心零部件加工设备 12,137 万元、研发

检测设备 4,428 万元、工器具及生产家具 1,783 万元，户外工程 1,017 万元，工程建

设其他费用 5,775 万元，预备费 5,484 万元；全部流动资金 25,000 万元。项目建设

期 3 年。项目建设规模为实现年产乘用车变矩器 180 万台，商用车变矩器 8 万台。

达产后每年实现营业收入 200,000 万元，利润总额 19,977 万元，销售税金及附加 882

万元，增值税 8,823 万元。总投资收益率 17.21%，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13.74%。

项目全部投资回收期为：所得税后 7.62 年，所得税前 6.72 年。 

现拟变更募投项目，变更后总投资 57,684.00万元。建设规模为：新建汽车变

矩器厂房、研发试验中心、综合库房及自动化立体仓库；建设两条乘用车液力变矩

器生产线、一条商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零部件制造单元、研发及检测设备等；

研发能力及信息化建设；新建公用配套设施等。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项目已完成投入总金额 28,422.22 万元，其中完成汽

车变矩器厂房建设（15,479.95m
2）、综合库房（5,587.3m

2）；完成了乘用车变矩器生

产线（Ⅰ）建设和研发能力建设，实现乘用车变矩器 30 台/年的生产能力，现已批

量供货浙江吉利变速器有限公司、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等；启动了

乘用车变矩器生产线（Ⅱ）建设，确定生产线建设总包方，部分关键工艺设备已到

场安装，预计年底完成建设内容；实施了商用车变矩器生产线建设，完成关键核心

工艺设备购置、安装，预计年底完成建设内容；实施了零部件制造单元建设、信息

化建设及公用配套设施建设等。 

（二）募投项目变更后剩余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剩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变更后募投

项目投资金

额 

募集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 

尚需投入

的金额 
利息收入 

剩余募集

资金 

汽车液力变矩

器建设项目 
96,741.78 57,684.00 28,422.22 29,261.78 11,360.22 50,418.00 

注：剩余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金额-尚需投入的金额

+利息收入；利息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实际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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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公司对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出具可行性分析报告，对项目所需资金进行了充分预

计。同时，公司保证如本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若项目出现资金预留不足的情况，

则公司将自筹解决，确保变更后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汽车市场整体发展趋势放缓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18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压力，行业主要经

济效益指标增速趋缓。此前的 20年，我国汽车销量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13-2017

年，我国汽车销量分别为 2,198万辆、2,349万辆、2,460万辆、2,803 万辆、2,88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87%、6.9%、4.68%、13.7%、3%。2018年汽车销量完成 2,808

万辆，同比下降 2.8%。尤其是进入 2018 年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开始呈现出持续

扩大的负增长态势。根据中汽协数据，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 2016年、2017年、

2018 年达到了 1,053 万辆、1,084.7 万辆、997.99 万辆，预计 2019 年销量同比持

平，自主品牌乘用车整体增速放缓。 

这意味着中国汽车市场结束了 28年的连续增长，将面临自 1990年以来的首次

下滑。中国汽车市场需求增速放缓，2019年国内汽车市场将停止增长，增速预计为

零，未来三年内车市将维持 L形发展态势。 

（二）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对传统燃油车行业造成冲击 

根据乘联会数据，2013年度，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 1.76万辆；而在 2014

年度，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增至 7.48 万辆，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2015

年度和 2016年度，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33.1 万辆和 50.7万辆，同比增长 340%

和 53%；2017 年度销量达 77.7 万辆，同比增长 53.3%；2018 年销量完成 125.6 万

辆，同比增长 61.7%，销量保持高速增长态势。随着国家对新能源汽车各项扶持政

策的推出、双积分政策 2018 年起逐步实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认知程度的逐步

提高、公共充电设施的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将迎来其发展的高速期。高盛公司预

计，2020 年新能源车占比达到 8%，2025 年占比达到 20%，2030 年占比达到 40%。

而新能源汽车不再使用变速箱及液力变矩器等产品，因此，整个液力变矩器市场前

景受阻。 

（三）竞争对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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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竞争对手主要包括日本 EXEDY公司、法雷奥、LuK公司，上述公司整体实

力雄厚，市场竞争力较强，也在国内纷纷建厂，虽当前存在其产品价格高、维保成

本高，研发响应速度低等情况，自主品牌变速器企业仍在选择继续和国产品牌进行

配套，但随着市场竞争的持续激烈，国外竞争对手逐步降低产品价格，对国内自主

品牌变矩器厂商形成较大冲击。与此同时，随着自主品牌汽车销量占比提升，国外

厂家与国内整车厂家合资生产变速箱，而自主品牌变速箱生产厂家由于配套资源受

限，严重低于合资车发展水平，合资厂进一步挤压自主品牌变速箱厂家的市场份额，

对航天动力液力变矩器产品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国内竞争对手主要为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正源汽车附件有限

公司等。本次募投项目立项时，公司为国内最具实力的能够实现自主研发生产汽车

液力变矩器厂商，随着重庆红宇、上海正源等竞争对手逐步成熟，加之近几年市场

需求稳中有降，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四）现有产能及客户需求对项目的影响。 

目前公司已与多家自主品牌整车厂家和变速箱厂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大

批量供货，汽车液力变矩器产品已稳定配套浙江吉利变速箱、湖南容大等战略客户。

2018 年度公司液力变矩器产品销售量上半年较同期涨幅较大，下半年有所下滑，

总体情况好于往年。根据战略客户订单增长情况、客户产能规划及变速器行业发展

态势分析，调整后形成的产能能够满足当前及未来几年的发展需要。 

基于以上原因，面对外部的机遇和压力，内部的客观需求，公司审慎决策，提

出对汽车液力变矩器建设项目进行变更。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基本情况 

调整后的募集资金项目包括：新建汽车变矩器厂房、研发试验中心、综合库房

及自动化立体仓库；购置两条乘用车液力变矩器生产线、一条商用车液力变矩器生

产线、零部件制造单元、研发及检测设备等；研发能力及信息化建设；新建公用配

套设施等。 

建设资金投入：项目总投资 57,68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3,849 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 3,836 万元。具体建设投资估算情况如下表所示： 

 

 



证券代码：600343              股票简称：航天动力                 编号：临 2019-022 

 6 

建设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 

面积 

(m
2
) 

建筑 

工程费 

设备 

购置费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费用 

合计 
备

注  人民币 
其中:

外汇 

  第一部分 直接工程费                 

1 汽车变矩器厂房 15,480  3,715        3,715      

2 综合库房 5,587  1,117        1,117      

3 研发试验中心 16,000  6,155    1,000    7,155      

4 

研发试验中心-研发检测设

备     2,839  66    2,905      

5 乘用车变矩器生产线(II)     16,076  804    16,880      

6 商用车生产线     5,077  248    5,325      

7 乘用车变矩器生产线（I）     5,112  238    5,350      

8 零部件制造单元     2,476  99    2,575      

9 自动化立体仓库     760  40    800      

10 工器具及生产家具     1,783      1,783      

11 公用辅助工程设备     1,390  139    1,529      

12 项目信息化建设费     250 50   300      

13 户外配套管网       250    250      

14 户外道路工程（2500 ㎡）   88        88      

15 户外绿化工程（1500 ㎡）   15        15      

  小计 37,067  11,090  35,763  2,934    49,787      

  第二部分 其他费用                 

1 前期咨询费         25 25     

2 工程勘察费         22 22     

3 工程设计费         371 371     

4 环境影响评价费         25 25     

5 安全标准化建设         98 98     

6 建设单位管理费         249 249     

7 工程监理费         222 222     



证券代码：600343              股票简称：航天动力                 编号：临 2019-022 

 7 

8 工程保险费         50 50     

9 临时设施费         111 111     

10 施工图审查费         7 7     

11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890 890     

12 生产准备费         800 800     

13 联合试运转费         500 500     

14 办公及生活家具购置费         60 60     

  小计         3,429 3,429    

  第一至第二部分合计 37,067 11,090 35,763 2,934 3,429 53,216     

  第三部分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633 633     

2 价差预备费                 

  小计         633 633     

  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建设投资合计 37,067 11,090 35,763 2,934 4,062 53,849     

 

项目建设期：项目建设期 2年。 

项目达产后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达产后，年营业收入 65,400 万元，达纲年

利润总额 6,230万元，年营业税金及附加 289 万元，年增值税 2,893万元，盈亏平

衡点 65%，总投资收益率 9.97%，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8.14%。 

五、变更后募集资金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已与多家自主品牌整车厂家和变速箱厂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进行大

批量供货，汽车液力变矩器产品已稳定配套浙江吉利变速箱、湖南容大等战略客户。

2018 年度公司液力变矩器产品销售量上半年较同期涨幅较大，下半年有所下滑，

总体情况好于往年。根据战略客户订单增长情况、客户产能规划及变速器行业发展

态势分析，调整后形成的产能能够满足当前及未来几年的发展需要。但在经营过程

中存在以下风险： 

（一）市场竞争风险 

公司变矩器产品主要配套国内自主品牌变速器，前期受自主品牌变速器配套规

模较小的影响，不能完全与爱信、采埃孚、加特可这样的国外自动变速器市场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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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全面竞争，导致项目产品市场拓展无法达预期。因此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可能

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因此公司应加强与国内、国外先进企业的合作，加强新产品研制，加大市场开

发力度，强化质量管理和成本控制，为客户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进而逐步占稳市

场化解风险，保证市场的稳定性，降低市场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 

按照航天动力公司现有的生产管理能力来说，对于大批量的液力变矩器产品生

产、以及核心零部件生产方面的管理经验仍显不足，在有市场订单的情况下，能否

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务是个较大的考验，生产经营存在风险。 

因此公司应引进高层次的技术、管理人才，提高生产管理经验技术，可以通过

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降低生产经营风险。 

（三）建设进度风险 

受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本项目必须抓住传统燃

油汽车未来 10-15 年的市场发展机会，尽快保质保量完成生产线建设，早日投产。

如果建设进度不达预期，将会影响公司整体的发展战略。因此，必须建立专门的团

队推进项目建设。 

六、后续资金使用安排 

公司经过 20年的发展，公司从营业收入规模和资产规模均大幅增加，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公司的资产改造、大修维护和新项目等的资金投入也在

逐年增加。而支撑公司运营的资金，除运营回款外，金融机构贷款是其另外一个重

要来源。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公司短期借款为 58,100.00万元，其中，母公司

短期借款 34,500.00万元（公司于 2019年 4月 24日归还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30,000.00万元，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归还该

笔募集资金的资金来源为母公司向金融机构的短期借款，因此母公司短期借款在

2019年 3月 31日基础上将增加 30,000.00万元）。 

根据公司目前的盈利结构情况，资金成本对利润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公司从

充分发挥募集资金作用考虑，此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后，将有效降低公司的资金成本。公司拟将变更后募投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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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归还母公司短期借款。 

募集资金项目尚需投入的资金，公司将根据变更后募投项目进展情况积极投入

建设，保证项目按计划完成。 

七、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审慎研判决定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能够有效防范公司按原计

划投入后可能导致的产能闲置风险；公司使用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并归还银

行贷款后，能够减少财务费用支出，进一步优化公司财务结构，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未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八、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情况 

（一）2019年 4 月 24日，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2019年 4 月 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三）2019年 4 月 25日，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我们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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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有利于最大程度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符

合全体股东利益。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

意公司将变更募投项目后的剩余募集资金 50,418.00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意见 

1、经核查，航天动力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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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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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文件的规定。 

2、航天动力本次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3、航天动力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能降

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最大化要求。 

4、航天动力《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已经航天动力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航天动力独立董事、监事

会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航天动力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航天动力本次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同意航天动力本次关于变更募集资

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十、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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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五）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陕西航天动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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