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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19-087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9】第 395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董事会对相关问

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相关问题的回复公告如下： 

2019 年 11 月 26 日，你公司对外披露《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

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截至 2019 年 10月 31

日，你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9,262.76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余额为 12,974.87 万元，你公司募投项目主要包括“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

化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一”），“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配

套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二”）。你公司拟将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

金竞拍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丹齿”）100%股

权，截至 2019 年 9 月底，四川丹齿所有者权益 6,937.41 万元，你公司拟使用不

超过 18,140.10 万元现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认真核查以下事项并做出说明： 

一、你公司募投项目一、二自你公司 2016 年 12 月上市以来的投资进度情

况，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你公司对外披露的计划进度是否存在重大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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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自公司 2016 年 12 月 28 日上市以来，2016 当年尚未使用募集资金，2017

年以来募投项目一、二实际投资进度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投入时间 实际投资金额（万元） 

募投项目一 

2017 年 4,324.45 

2018 年 668.74 

2019 年 1-10 月 2,407.13 

小计 7,400.31 

募投项目二 

2017 年 1,660.62 

2018 年 160.20 

2019 年 1-10 月 41.63 

小计 1,862.46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前，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关

于募投项目一、二对外披露的计划进度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金额（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募投项目一 15,050 7,260 5,790 2,000 

2 募投项目二 5,325 4,550 775 - 

近三年来，由于公司以数控钻、加工中心为代表的智能化产品在销售结构中

的占比不断提升，募投项目原计划购置的生产设备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出于

紧贴板式家具机械市场需求以及公司对技术发展趋势的合理预测，结合当前生产

变化需要以及未来的研发目标，为进一步提高项目整体实施的效能、提升项目效

益，公司及时对募投项目一、二的使用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并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的议案》并进行了公告披露（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8-064、2018-068 号公告），

经审慎决定将募投项目一、二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前后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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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调整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间 

1 募投项目一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 募投项目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后续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和 2019 年 8 月 30 日分别在《2018 年年度报

告》及《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募投项目一、二的资金使用情况的进展公

告。 

综上所述，上述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对外披露的计划进度不存在重大差

异。 

 

二、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募投项目一实际投入 7,400.31 万元，占计划

投入的 49.17%；募投项目二实际投入 1,862.46 万元，占计划投入的 34.98%，请

你公司： 

（一）补充说明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缓慢的原因及合理性，募投项目所

涉及的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计划是否发生变化，是否涉及对

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说明。 

回复： 

1、补充说明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缓慢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定于 2012 年度，募投项目一、二已分别于 2013 

年 9 月和 2014 年 4 月取得了项目备案证，2014 年 8 月首次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2016 年 12 月 28 日首发上市交易。因此，公

司募投项目从项目制定到取得募集资金经历较长的时间周期，期间市场需求已发

生明显变化，导致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拟定的采购设备清单和拟生产产品结构与快

速发展的市场需求已经产生一定的错配。为紧贴市场需求，公司积极布局数控化、

柔性化程度更高的新一代设备产品，持续加大相关产品的研发及生产投入，使得

最近三年公司产品结构产生了较大变化，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情况及占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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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产品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收入规模 占比 同比增长 收入规模 占比 同比增长 收入规模 占比 

封边机 51,155.52 42.83% 19.18% 42,922.72 52.32% 37.52% 31,212.15 58.43% 

加工中心 23,169.77 19.40% 401.11% 4,623.66 5.64% 80.87% 2,556.31 4.79% 

裁板锯 20,805.83 17.42% 16.73% 17,824.19 21.72% 50.74% 11,824.40 22.14% 

数控钻

（含多排

钻） 

18,120.24 15.17% 55.55% 11,648.78 14.20% 183.12% 4,114.50 7.70% 

注：2016年-2018年，公司数控钻（不含多排钻）的收入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396.97%。 

为了更好适应市场的需求，最近三年公司产品逐渐多元化，营业收入规模得

到快速增长，其中加工中心、数控钻等新一代数控产品的销售占比逐年提高，而

在封边机及裁板锯等产品中高速封边机及数控裁板锯等产品占比也快速提升。综

上，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结合公司自身产品结构调整趋势，同时考虑到募

投项目的规划制定时间较早，其规划的投资设备及生产产品与市场需求已存在一

定错配，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出于谨慎考虑及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

公司在使用了部分募集资金后，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延期，从而导致募投项目实际

投资进度缓慢。募投项目二为募投项目一的配套项目，其投资进度受到募投项目

一的延缓而作同步放缓。 

2、募投项目所涉及的市场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计划是否发生

变化，是否涉及对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说明。 

（1）市场环境变化的情况 

①定制化家具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成为家具行业主要趋势 

在过去，由于我国的板式家具市场主要以传统成品板式家具为主，在板式家

具市场的占比长期超过 70%，相较于定制化板式家具，其生产工艺及流程较为单

一及标准化，因此大部分家具企业的生产机械化及自动化程度不高。近年来，随

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希望在装潢设计中能够更高效利用居

家空间或融入更多的自主创意与个人风格，因此定制化家具的需求逐年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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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数控化、柔性化及智能化家具机械设备需求崛起 

为了同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设计的需求及自身规模化生产的目标，我国的定

制化家具制造企业对于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智能化、数控化、信息化及柔性化要

求也越来越高。市场需求逐步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的板式家具机械制造业竞争进

一步分化，行业领先企业较好地把握了家具机械的发展方向，通过持续技术研发

和创新投入重点发展具有市场发展空间的板式家具机械类别，并将自身产品定位

于附加值较高的中高端产品，已部分取代了国外企业的中端产品市场，逐渐形成

了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在国内板式家具机械市场，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性能较为稳定，保持龙头优势，

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公司自 2016 年上市以来，有效利用募集资

金扩充了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产能，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2016 年、2017 年、

2018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56 亿元、2.35 亿元和 2.73 亿元，保持了较好的盈利

能力，实现对股东的良好回报。 

综上，板式家具机械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依然向好，市场前景更为广阔，不

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2）实施计划 

2018 年 8 月 27 日，为进一步提高项目整体实施的效能、提升项目效益，公

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对募投项目一、二所规划的采购设备清

单进行重新规划和选型，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均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以下简称“变更决议”），公司决议将尚未使用的全部募集资金

12,974.87 万元用于竞拍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丹齿”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及代偿其部分债务，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以自有资金补足，原募集资金实施计划不再继续投入。 

（3）关于是否涉及对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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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次变更前，是否涉及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说明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会按照规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对年度（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

具专项报告并审议及公告，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募集资金的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进行了鉴证，履行持续督导义务的保荐机构核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公司也在相应定期报告中对于募投项目实施进展进

行了披露。 

如前文所述，公司认为，在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

涉及的市场环境并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板式家具机械行业市场前景依然广阔。

由于对项目原计划购置的设备需求发生了变化，公司 2018 年对募投项目一设备

购置阶段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的类别或型号进行了重新选型和论证，根据论证

情况，在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计划到期前，对募投项目进行了延期，募投项目二实

施进度也相应顺延。上述延期后，公司募投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

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截至目前，尚未超过该期限。 

公司目前已经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具体方案，对于本次变

更募集资金投向事项的可行性及必要性等进行了论证并及时披露。从论证情况看，

募投项目一、二的投入有效提升了公司的核心产品的生产能力，募投项目预期收

益不存在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 

②变更后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公司对变更后的募投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和分析，认为不存在重大

不利变化，具体如下： 

A、四川丹齿生产及技术实力突出 

四川丹齿隶属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多年来主要从事

齿轮研制，形成了圆柱齿轮和圆弧齿轮两大系列产品，产品覆盖汽车、化工、航

空、农机、纺织等行业领域，主要为吉利、一汽轿车、上汽通用五菱、重庆长安

等著名自主品牌汽车、新能源汽车配套，是国内汽车行业车桥弧锥齿轮、变速器

齿轮、电动汽车传动件的主要供应商。此外，四川丹齿的生产及技术研发实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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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具有完善的齿轮机械设计制造技术与专业检测设备，拥有美国格里森

M&M350GMM 齿轮测量中心、德国卡帕 KX300P 蜗杆磨齿机、瑞士莱斯豪尔磨

齿机、意大利 SU 剃刀磨、意大利 SU 数控剃齿机、美国格里森弧锥齿轮加工机

床，奥地利爱协林连续线、箱式连续多用炉、自动压淬机、箱式盐浴多用炉等国

际先进的核心技术装备及精密检测装置。 

B、四川丹齿具备公司多类主要产品核心零部件生产能力，协同效应可期 

四川丹齿作为公司的精密传动零部件供应商，与公司形成了良好的协作关系。

四川丹齿多年来深耕于精密传动机械领域，具备公司多项主要产品精密传动零部

件的生产及研发能力，包括数控裁板锯核心零部件“减速机”、数控钻核心零部

件“钻包”以及其他齿轮产品等传动零部件。一直以来，公司的上述精密传动零

部件主要依赖国外进口品牌，采购成本较高，供应周期相对较长。 

因此，本次收购的完成将有助于公司将产业链上延，在精密传动件领域具备

自主研发及生产能力，形成较好的进口替代效应，很大程度上将有效降低公司的

采购成本，发挥良好的协同效应。此外，随着板式家具机械逐步向着数控化、柔

性化及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公司的核心技术及商业机密保护亦越发重要，产业链

的向上延伸无疑有利于防止核心零部件参数的外泄，能帮助公司进一步巩固竞争

优势。 

四川丹齿在成为弘亚数控下属企业后，公司一方面将积极推动四川丹齿从汽

车传动领域向工业传动领域进行转型升级，配合优化公司主业，实现降本增效；

另一方面，公司将优化整合好四川丹齿现有的管理体系及销售渠道，希望通过四

川丹齿进一步开拓西南地区业务，提升盈利能力，进一步强化公司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 

③变更后募投项目的预期收益论证 

公司对影响变更后募投项目预期收益的进行了分析，本次变更符合公司中长

期战略规划，不会对公司收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具体如下： 

公司在本次收购完成后，部分交易对价会完成对四川丹齿的相关债务清理，

同时公司将会对四川丹齿的管理体系及业务进行整合及调整，协助四川丹齿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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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传动领域向综合性的工业传动领域进行转型升级，利用公司在板式家具机械市

场的渠道及资源帮助四川丹齿在收购完成后能够尽快实现业绩增长及协同效应。 

此外，对四川丹齿的收购将使得公司在数控机械产品的精密传动零部件领域

具备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实现部分高精度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替代，有效降低部

分配件采购成本，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及抗风险能力。 

 

（二）你公司是否及时对外公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无法按期进行，是否及

时论证并对外披露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情况。 

回复： 

1、是否及时对外公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无法按期进行。 

2018 年 8 月 28 日及 2019 年 11 月 23 日，公司分别对外公告了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延期及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情况，相关信息披露及时，具体如下： 

（1）2018 年募投项目延期 

2017 年度，公司在募投项目一、二合计投入 5,985.07 万元，当期投入金额

较大。2018 年上半年，鉴于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且相关规划制定时间较早，公

司认为募投项目原有规划与当前的市场需求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错配，可能无法继

续紧贴市场需求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需对募投项目规划采购设备进行重新选型和

论证，因此公司从出于谨慎及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放缓了投资进度，并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及时公告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充分解释。 

（2）2019 年募投项目变更 

2019 年下半年，四川丹齿 100%股权开始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根据

其历史披露挂牌信息，其初始股权转让底价在 1.3亿元以上。2019 年 11 月 18日，

四川丹齿 100%股权转让项目挂牌信息再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上网披露，股权转

让底价降至 1.07 亿元。 

四川丹齿作为公司的供应商，与公司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其出色的精密传

动零部件的设计能力和生产经验符合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布局。因此，自四川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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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挂牌出售其 100%股权之日起，公司也在持续关注挂牌信息，但是由于挂牌价

格较高，始终未能形成参与竞买的决策。 

鉴于本次最新股权转让底价符合公司战略决策预期，并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论

证分析，认为收购四川丹齿对于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能够

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收益，具备合理性、可行性及必要性，因此公司决

定把握此次交易机会。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并作出决议拟变

更剩余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的股权。本次变更主要系公司基于

四川丹齿最新挂牌信息作出的临时决策，也是募集资金使用的更优选择。 

综上，公司及时履行了变更募投项目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是否及时论证并对外披露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情况。 

（1）募投项目变更前对外披露情况 

在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涉及的市场环境并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再具备可行性的重大不利变化，也不

存在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期收益产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公司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审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公告。具体如下：  

①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全面核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对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审议并公告；  

②由于公司下游家具生产厂商对于板式家具机械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尤

其是对于智能化程度更高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公司上市前制定的募投项目

规划与现有的市场需求出现了一定的错配。出于紧贴市场需求以及公司对板式机

械设备技术未来发展趋势的合理预测，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决

定对募投项目设备购置阶段的部分生产和研发设备的类别或型号进行重新选型

和论证，以更符合目前公司产品生产和研发工作的需要。鉴于项目设备购置阶段

有关设备的选型、订采购和安装等所需周期较长，整体项目实施进度受到影响，

为确保项目质量，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本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

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并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对外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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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投向对外披露情况 

公司在本次募投项目变更投向过程中及时对外披露了拟变更募投项目相关

情况：2019 年 11 月 23 日公告的《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中车集团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中对于拟收购四川丹齿的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并披露了其基本情况、审计数

据及评估情况，并就变更原因进行了说明。 

 

三、结合你公司自有货币资金情况、募投项目后续投资情况，补充说明你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募集资金

变更后，你公司募投项目的后续投资计划及资金来源。 

（一）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的原因及必要性

的补充说明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原因的补充说明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主要是基于布局精密传动零

部件制造与研发的战略规划，本次收购的完成将有利于公司快速将产业链向上游

延伸，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业链布局，有效提升数控产品精密传动等核心零部件

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实现部分高精度核心零部件的进口替代，降低部分配件

采购成本，管控采购风险，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及抗风险能力。 

精密传动零部件作为公司多款主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从中长期角度来说系

公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但是公司若选择自主新建精密传动零部件产线，则不可

避免地存在投资周期较长，投资成本较高、人员配置不足以及生产和产品开发经

验缺乏等问题，且无法在短期内解决。而通过收购四川丹齿则可以较好的解决上

述问题，从而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公司布局精密传动零部件产业链的预期并尽快形

成协同效应。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主要系公司基于产业链布局及降本增效的考虑，且

投资主旨依然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布局产业配套，提升关键零部件的自主生产能力，

因此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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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公司自有货币情况对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必要性说明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自有货币资金余额（不含尚待使用募集资金）

为 1.19 亿元，自有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不含尚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为 4.61 亿元，短期借款余额为 0.75 亿元。 

使用计划上，公司拟通过子公司广州玛斯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玛斯特”）开展高端智能家具生产装备创新及产业化建设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额 69,026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构成如下： 

序号 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比例（%） 

1 固定资产投资 44,000 63.74% 

2 土地购置 3,218 4.66% 

3 铺底流动资金 21,808 31.59% 

合计 69,026 100%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项目已经取得了广东省发改委出具的广东省企业投资

项目备案证，并完成了环保备案（备案号：201944011200001938），项目用地面

积 27,607 平方米，位于广州市黄埔区。该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分为建设工程、

设备购置、设备安装调试、试投产等具体实施部分，预计建设工程动工时间为

2020 年 1 月份。 

根据上述资金余额及投资计划，公司预计资金缺口不少于 1.85 亿元，且尚

未考虑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 

因此，在综合考虑原募投项目进度、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质量以及家具机械

装备市场趋势等因素，公司本次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 100%

股权具备合理性及必要性。 

（二）募集资金变更后，公司募投项目的后续投资计划及资金来源 

募集资金变更并完成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后，公司募投项目一、二后续

投资计划取消并不再继续投入资金，已投入资金构建的生产经营资产按照原规划

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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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更剩余募集资金投向及用途并对原募投项目不再投入的原因 

出于谨慎投资原则，原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及采购生产设备周期较长，项目的

执行进度较为缓慢，且公司自上市以来为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利用有限的厂区着重

于提升整机的总装生产能力，生产场地近两年较为紧张，因此预计尚待使用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较低，不符合公司现阶段发展战略规划。因此，公司收购四川丹齿

除了计划布局精密传动零部件产业链之外，也希望通过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进一步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综上，考虑到公司原募集资金使用的局限性及原募投项目重新规划论证所需

时间较久，继续实施原募资金项目效率低下，停止对原募投项目继续投入存在必

要性。 

2、停止对原募投项目继续投入对于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募投项目一建设达产后，实现

整机产品年新增产能 3,320 台（套），包括：封边机 2,600 台、裁板锯 250 台、多

排钻 400 台及自动化生产线 70 套；募投项目二为募投项目一的配套项目，主要

产品为公司各类产品机架、钣金件等，达产后将实现配套整机产品的机械零部件

年新增产能 13,850 件（套），其中：封边机相关零部件 9,300 件（套），裁板锯相

关零部件 900 件（套），多排钻相关零部件 3,600 件（套），自动化生产线相关零

部件 50 件（套）。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募投项目一累计实际投入金额为 7,400.31 万元，

占计划投入的 49.17%。鉴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主要系总装装配，且早期已通过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一，并对生产技术及流程持续进行改进，利用有限

的生产场地大幅提升了公司的产值，因此募投项目一的终止预计不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募投项目二累计实际投入金额为 1,862.46 万元，

占计划投入的 34.98%。募投项目二的终止将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公司机架、钣金

件等相关零部件自主生产能力，因此为保证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公司将继续通过

外协采购的方式保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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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止对原募投项目继续投入对于预计效益的影响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

配套建设项目”的零部件产品全部为“高端数控家具制造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的整机产品配套，通过整机产品对外销售实现项目效益。上述两个项目完全达产

后，预计新增整机产品年产能 3,320 台（套）、年均销售收入 29,350 万元，年均

税后利润 6,016 万元。 

自上市以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生产经营资产金额为 683.32 万元，使

用募集资金投资生产经营资产金额为 9,262.77 万元，公司生产经营资产的投入主

要来自于募集资金。2018 年，公司母公司整机产品产量达到 9,683 台/套，较 2016

年的产量增加 2,794 台/套；2018 年，公司母公司净利润为 2.89 亿元，较 2016

年母公司净利润增长了 1.39 亿元。虽然公司募投项目投入缓慢，但是公司通过

持续的技术改进，并充分利用有限的生产经营场地，实现了募集资金的高效投入，

有效提升了公司产量及产值，基本符合原募投项目预期效果，实现了对股东的良

好回报。 

综上，停止对原募投项目的继续投入不会对公司的预计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且变更后的募投项目将有效为公司实现降本增效，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结合四川丹齿的财务状况、核心竞争力分析等，补充说明你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 18,140.10 万元现金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你

公司收购完成后预计形成商誉情况。 

（一）结合四川丹齿的财务状况、核心竞争力分析等，拟使用不超过

18,140.10 万元现金收购四川丹齿 100%股权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的补充说明 

1、财务状况 

根据乐山金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中车集团

四川丹齿零部件有限公司 2018 年审计报告》（乐金正字【2019】第 602 号）以及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19 年 1-9 月财务信息，标的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财务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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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9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资产总额 22,166.30 22,592.65 

负债总额 15,228.89 16,021.35 

所有者权益 6,937.41 6,571.31 

营业收入 8,747.31 13,764.61 

营业利润 -1,479.89 -6,891.20 

净利润 -1,252.09 -6,796.64 

四川丹齿近年来的业绩情况受到下游汽车行业不景气的影响较为不理想，但

是其资产规模较大，具备公司所需要的生产场地及完整的生产产线。 

2、核心竞争力 

四川丹齿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产品设计制造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

两大方面： 

（1）关于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 

四川丹齿深耕于精密传动零部件领域多年，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及制造实力，

其相关零部件产品制造平台目前有三个，为圆柱齿设计制造、螺旋锥齿轮（俗名

螺伞齿、弧锥齿）设计制造和以上述两个平台为基础的第三个平台——传动总成

的设计制造。其中，螺旋锥齿轮的生产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为汽车维修

生产配件，服务于军队系统；圆柱齿的生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这两类零

件的生产经历了维修、农机配件、组装汽车配件、国产汽车配件的市场过程。到

目前为止，包括吉利、长城、比亚迪、一汽轿车、上汽通用五菱等汽车在内的几

乎所有国产汽车上都有四川丹齿提供的，从发动机、变声器到驱动桥的核心齿轮

传动件。2016 年，四川丹齿组建了传动器总成生产平台，逐步向通用传动应用

行业渗透，有计划地进入其它工业传动的零件和总成制造服务领域。本次收购完

成后，四川丹齿的业务将扩展至木工机械传动领域，并逐步完成从汽车传动领域

向工业传动领域进行转型升级的战略规划，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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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市场适应能力 

精密传动零部件应用领域广泛，产品普遍具有多品种、小批量、高性价比的

特点。为了适应市场的多种需求，四川丹齿于 2015 年搭建了公司管理信息化平

台，从产品数字化（PDM）到生产过程的信息共享（MES）实现全过程共享、

追溯和控制。四川丹齿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相似性识别，组建加工单元，对加工单

元标准化后实施标准化作业，从而稳定提高过程能力；通过市场开发与产品设计、

工艺策划的整合，快速衔接外部客户与内部生产制造通道，为顾客提供高性价的

产品和定制化的服务。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主要系由于四川丹齿生产的

减速器、钻包、齿轮等精密传动零部件系公司各类主要产品的关键零部件，收购

将有利于公司完成产业链的上延，形成有效的进口替代，大幅降低公司相应的采

购成本，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定价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此次四川丹齿 100%股权交易除了股权转让底价之外，受让方代标的公司一

次性清偿转让方及关联企业对标的公司的全部债权为本次转让的附属条件，交易

方案具体如下： 

内容 金额（万元） 说明 

股权转让底价  10,700.00  

股权转让底价系参考评估结果由转让

方确定，实际股权转让价格需以摘牌价

格为准  

转让附属条件：代四川丹齿偿

还转让方及关联企业对标的

公司的全部债权本息  

7,440.10 

四川丹齿账上对转让方及关联企业的

全部债务，本息合计 7,440.10 万元  

合计 18,140.10 - 

本次四川丹齿 100%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为本次拍卖的摘牌价格（如无其他

竞拍方参与，则交易对价即为 10,700.00 万元），其转让底价的定价主要系依据

其评估结果调整决定。本次四川丹齿的评估以资产基础法作为其评估结果，四川

丹齿 10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13,359.88 万元（该评估结果已包含相关 7,440.1 万

元负债），较四川丹齿账面净资产评估增值合计 6,256.09 万元。鉴于本次评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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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及评估报告未在网上公开披露，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均放置于北京产权交易所

现场备查。出于投资谨慎原则及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公司指派了专人前往北京对

相关评估报告进行了现场查阅与记录，其评估增值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金额 评估值 增值额 

1 净资产 7,103.79 13,359.88 6,256.09 

2 固定资产 10,742.45 15,350.51 4,608.06 

2.1 其中：建筑物 1,114.46 4,792.98 3,678.52 

3 无形资产 1,133.01 1,857.72 724.71 

目前，四川丹齿 100%股权转让项目已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多次，转让底价逐

步降低，本次挂牌的转让底价已低于资产基础法下的评估结果 13,359.88 万元。

综上考虑，公司本次收购四川丹齿的定价合理。 

（二）预计形成商誉情况的说明 

商誉系企业合并中投资成本高于被合并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差。

本次收购中，被合并企业四川丹齿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基本可以参考其净资

产的评估价值（该评估报告可在北京产权交易所现场查阅，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

法作为其评估结果，评估价值为 13,359.88 万元），而投资成本为公司实际取得四

川丹齿 100%股权的摘牌价格（目前转让底价为 10,700.00 万元）。2019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审议了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四川丹齿的事

项，同时提请股东大会在交易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1,000 万元额度内，授权公司

董事长或其指定代表签署有关协议及组织新项目实施等事宜。因此，公司预计本

次收购中不会形成大额商誉，相关商誉亦不会对公司业绩形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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