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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0〕020309 号）后附的《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求，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会计师或我们）作为成都西菱动

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菱动力”、“公司”或“申请人”）的审计机构，就反

馈意见所要求会计师予以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

下，请予审核。 

反馈问题 3 

2018 年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47,237 万元，涉及 4 个募投项目及补

充流动资金。其中，发动机连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连杆项目”）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 10,100 万元，2019 年 6 月该项目终止，结余 10,009 万元已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皮带轮项目”）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 16,200 万元，2020 年 6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实际投资金额 7,781

万元，剩余 9,485万元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以

下简称“研发中心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7,700 万元，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

延期至 2020 年底，截至 2020 年 6 月末建设进度 17.40%。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连杆项目提前终止、皮带轮项目节余资金占比较高的原

因，前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否谨慎，前期对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是否合理；（2）

研发中心项目延期、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和合理性，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展情况和完工

进度，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3）研发中心项目尚

未投入的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是否有合理安排；（4）结合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进展及效果、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未来流动资



 

0-2-2 

金需求等，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规模的合理性。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连杆项目提前终止、皮带轮项目节余资金占比较高的原因，前次募投项目

的可行性研究是否谨慎，前期对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是否合理； 

1、连杆项目提前终止的原因及合理性及前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谨慎性、合

理性 

（1）连杆项目提前终止的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终止“发动机连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并将该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合计 10,009.01 万元（包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原因如下： 

2018 年，国内汽车产量、销量均首次呈现负增长，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18 年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780.90 万辆和 2,808.10 万辆，同比下降 4.20%和 2.80%。

国内汽车行业进入下行趋势；2018 年四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特别是自主品牌销量持

续下滑，包括公司主要客户在内的整机厂商均大幅降低了对发动机连杆产品的需求，

相应连杆市场部分企业调整了市场及产品战略。基于前述市场变化因素，考虑到公司

现有连杆总成产品产能已经能够满足当前市场需求，且出于公司稳健经营和维护股东

利益的谨慎考虑，为保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公司终止了该项目并将该

项目的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便促进公司当前优质产品项目的更快

发展。 

（2）前次募投项目中连杆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谨慎性、合理性 

①前次募投项目决策时点，市场状况持续向好 

公司前次 IPO 阶段，我国消费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对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行业快速发展的支持，下游汽车市场不断发展，国内汽车产量从 2001 年的 234 万

辆增长到 2016 年的 2,812 万辆。公司“发动机连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于 2016 年

备案，投资计划的制定基于当时对未来汽车零部件市场需求的分析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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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次募投项目决策时点，国家产业政策大力扶持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期间，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汽

车零部件产业则是整个汽车产业的基础。当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加大对

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支持和鼓励，比如：《汽车贸易政策》、《汽车工业结构调整意

见的通知》、《汽车产业发展政策》（2009 年修订）、《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

于促进我国汽车产品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汽车产品质量建设促进

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十二五”期间促进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健康发

展的意见》、《“十三五”汽车工业发展规划意见》、《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

重组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正）等。前述

产业政策的实施为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③前次募投项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此外，公司该项目的可研报告及募投规划均经 2016 年 4 月 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 年 4 月

1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7 年 5 月 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2017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7 年 8 月 2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如未发生重大的不可预测的市场变化，募集资金

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和轻重缓急进行投资，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前次募集资金决策

谨慎。 

而 2018 年以来购置税优惠的退出、限购政策及国六标准的推行等政策规定的实

施，均不利于汽车行业市场需求。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基于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

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公司基于稳健经营和维护股东利益终止项目实施，履行了相

应的决策程序，亦出于谨慎性考虑。 

综上，公司前次募投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规模、建设计划及测算依据均基于决

策时点公司对于国家政策、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前景以及项目建设规划的理解，包括

下游汽车市场不断发展带动汽车零部件产品市场需求增长的市场环境以及国家产业

政策支持汽车零部件行业快速发展的政策环境，且公司具备实施相应募投项目的经济

技术条件，前次募投可行性研究谨慎、合理；受汽车行业市场环境的影响决定终止实

施该项目，原因客观、真实，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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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皮带轮项目节余资金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投资差异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投

资金额 
投资差异 

1、固定资产投资 15,106.00 7,781.35 7,324.65 

设备购置费 13,212.00 7,672.65 5,539.35 

公辅设施及安装调试等费用 1,894.00 108.70 1,785.30 

2、辅底流动资金 1,097.50 - 1,097.50 

项目总投资 16,200.00 7,781.35 8,418.65 

注 1：实际投资金额包含募投项目董事会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部分募集资金，已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注 2：基于项目实施进度，2020 年 8 月 26 日及 2020 年 9 月 16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结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

项目”已基本实施完毕，拟将该项目的结余资金人民币 9,485.27 万元（包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7,781.35 万元，低于募投后承诺投资金额 16,200.00 万

元，主要系： 

（1）公司设备购置费使用募集资金节约 5,539.35 万元，主要系：A、部分设备投

资预测是基于历史的物价水平、交易价格及供应商的制造水平，随着我国工业生产水

平及技术进步，国内市场已有性价比较优设备，因此公司相应以国产设备替代进口设

备，减少设备购置费 1,768.04 万元；B、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决议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时点，部分采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设备款

因票据未到期未予置换，合计 1,885.86 万元；C、其他差异主要为设备购置费中部分

设备采购款使用了自有资金及部分未支付的设备质保金； 

（2）公辅设施及安装调试等费用节约 1,785.30 万元，主要系公司加强项目投资

成本管理，将计划打包给第三方建设安装的生产线设备采用了自主设计方式，并根据

设备厂家安装流程调试安装，最大限度节约了设备安装设计等费用； 

（3）受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需求下降的影响，公司皮带轮产品产销量均下降，

节约了项目投资中的铺底流动资金 1,097.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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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为尽可能合理使用募集资金，通过选取性价

比较高的替代设备、自主设计和减少外包安装等方式，节约部分募集资金；此外，由

于部分采用承兑汇票支付的工程款以及部分暂时未实际支付的设备质保金等未使用

募集资金，也导致了募集资金结余。因此皮带轮项目募集资金节余资金占比较高的原

因真实合理。 

综上所述，公司前次“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与“发动机连杆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可研报告及募投规划决策谨慎，前期对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合理。 

（二）研发中心项目延期、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和合理性，截至目前的建设进展

情况和完工进度，实施环境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研发中心项目延期、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和合理性 

（1）公司研发中心项目主要用于汽车内燃机零部件及相关技术的研发，符合项

目规划时点汽车发动机市场的政策及行业环境 

公司研发中心项目承诺投资 7,700.00 万元，计划建设期为 2 年，项目内容主要为

设备采购及部分安装费、预备费及研发费用。公司募投项目规划时点，国内外汽车市

场规模持续增长，其中全球汽车产量从 2001 年的 5,630 万辆增长到 2016 年的 9,498

万辆；国内汽车产量从 2001 年的 234 万辆增长到 2016 年的 2,812 万辆。下游汽车市

场不断发展带动汽车零部件产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汽车零部件行业具有良好的市

场环境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 

在此背景下，拟建研发中心对当时的技术研发体系进行资源整合，通过引进一系

列国内外先进研发设备和仪器，并配备完善的技术研发团队，实现凸轮轴、连杆、皮

带轮等各事业部技术研发资源的共享。项目中研发设备采购等投入均属于汽车内燃机

零部件相关技术领域内的研发，符合规划时点的汽车发动机市场的政策及行业环境。 

（2）受汽车行业变化的影响，公司根据实际情况放缓了项目建设进展 

公司 2018 年上市以来，购置税优惠的退出、限购政策及国六标准的推行等政策

规定的实施，汽车行业发展放缓，国内汽车产销量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 2019 年中

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完成 2,572.10 万辆和 2,576.90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50%和

8.20%，自 2018 年以来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需求呈现放缓趋势，汽车发动机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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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压力较大，相应公司皮带轮及连杆等主要产品受行业变

化影响，销量持续下降。 

公司综合考虑主要汽车零部件产品市场需求、公司产品产能利用率等因素，放缓

了以提升发动机零部件产品模具开发和优化生产工艺提供技术创新研究为目的的研

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并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

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

案》，其中同意延长“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实施期限，调整后项目预计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公司布局军品航天零部件产品新领域，重点研发项目方向逐步转变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确定了进军军品与航空产业的业务战略。在

建项目完成后产品可覆盖多品类航空件和多个军种，形成包括航天军工产品相关的结

构件、系统件、轴类及环形件等形态在内的产品系列。同时，在汽车板块公司也将重

点发展涡轮增压器系列新产品。 

对于航空零部件及涡轮增压器产品的技术研发不属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规划的

研发中心项目工程范畴，随着公司研发项目方向的转变，前期已投入的研发中心项目

检测设备等基本满足公司目前开发需求，因此逐步减少并放缓了研发中心项目的募集

资金投入，根据市场产品需求对该项目所需设备进行补充采购。 

综上所述，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募投规划主要系针对传统汽车零部件产品相关

技术方向进行设计，2020 年以来公司重点战略研发方向继续往军品航天等新领域转

变，研发中心项目延期、建设进展缓慢原因合理。 

2、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和完工进度及实施环境变化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该研发中心项目已投入资金 1,466.75 万元，项目建设进展及

完工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截至本回复出具

日项目完工进度 

研发中心项目 7,700.00 1,466.75 6,233.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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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汽车市场需求已形成行业底部并开始复苏，随着汽车市场竞争压力加

剧，中国汽车产业逐步转入稳步发展阶段，相应汽车零部件产业也加速由高速度增长

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稳增长、调结构”的发展主题仍将继续。2020 年第一季度受新

冠疫情影响，汽车整体销量下降 42.40%，乘用车销量同比下滑 45.40%；汽车市场已

形成行业性底部，此后随着厂商复工，以及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对新

购汽车消费不断推出刺激政策，汽车产业消费需求回暖，带动汽车零部件市场底部回

升，2020 年第二季度汽车整体销量同比增长 10.70%，乘用车同比增长 2.70%。根据

工信部数据统计，2020 年前三季度国内汽车产销量总体好于年初预期，恢复速度在全

球范围处于前列，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开始复苏。 

综上，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环境及条件存在一定波动，目前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公司具备继续实施研发中心项目的条件及能力，但受未来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

因素未完全消除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发生变化的影响，该项目未来可能继续放缓或终

止实施。 

（三）研发中心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的后续使用计划，是否有合理安排； 

公司将基于战略发展、稳健经营及股东利益综合考虑，严格依据决策程序适时对

研发中心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进行合理安排，包括： 

1、根据传统汽车零部件市场的复苏及未来发展状况，结合产品及市场需求继续

投入部分研发中心项目承诺设备采购资金； 

2、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履行决策程序将该部分未投入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军品航空以及涡轮增压器业务板块的发展。 

（四）结合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展及效果、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

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等，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及规模的合

理性。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展及效果与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16,671.59 万元，

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的存款余额 271.59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余额

8,490.00 万元；持有未到期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7,910.00 万元。公司大部分募集资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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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募投项目投资或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投资新领域项目的方式完成使用，其中：发动

机连杆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提前终止、发动机皮带轮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基本实

施完毕、发动机凸轮轴精加工产品扩产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处于建设期，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36.37%，体现在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

金融资产科目。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资产总额 162,559.21 153,297.68 144,055.22 109,723.76 

其中：货币资金 9,475.12 15,027.48 8,690.29 8,619.01 

        交易性金融

资产 
7,951.16 5,102.68 - - 

        其他流动资

产 
893.42 923.55 25,281.95 - 

负债总额 48,781.61 39,266.18 30,225.99 47,454.75 

其中：短期借款 20,106.88 11,262.02 5,000.00 18,049.69 

      应付账款 11,343.72 11,294.81 7,502.99 10,709.12 

      流动负债 48,194.44 38,602.39 29,360.41 45,946.36 

资产负债率 30.01% 25.61% 20.98% 43.25% 

注：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摘自公司未审财务报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货币资金 9,475.12 

其中：受限货币资金 2,114.62 

      前次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余

额 
271.59 

可自由支配货币资金余额 7,088.91 

注：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摘自公司未审财务报表。 

由上，公司 2018 年以来资产负债率不断提升，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自

由支配货币资金余额不能满足预计资金需求，具体来看： 

（1）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待偿还的银行借款 20,106.88 万元以及应付账



 

0-2-9 

款 11,343.72 万元。其中公司银行借款均为短期借款，根据经营资金需求和降低财务费

用支出考虑，结合可支配资金状况随借随还，具有一定的偿债压力，为降低流动性风

险，公司需要预留部分资金。 

（2）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可自由支配货币资金为 7,088.91 万元；交易性

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7,951.16 万元，均为结构性存款；短期内无法覆盖上述资金需求。 

2、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以及新业务发展的需求，资金需求将不断增加 

受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需求下行以及 2020 年上半年疫情影响，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收入及净利润规模呈下降趋势；2020 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复工复产，工信

部、发改委、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对汽车行业不断推出刺激政策，汽车市场消费需求回

暖，汽车零部件需求回升；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 2020 第三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3.47%，根据公司对第四季度的销售预测，

预计全年收入规模与 2019 年度持平。 

同时，为进一步扩大公司产业链价值、扩展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以市场为导向，

依托自身技术研发实力和精密加工水平，贯彻做强汽车零部件业务与进军军品及航空

结构件领域的发展战略，于 2019 年开始投资建设军品与民用航空结构件项目、涡轮增

压器项目、凸轮轴毛坯及其他零部件铸造生产线，并拟新建民用航空结构件二期项目

及丰田生产线二期专线项目，其中航空结构件、凸轮轴与汽车零部件铸造生产线已进

入试生产阶段。2020 年公司正加快新项目的建设、调试，使新产品尽快投入生产并供

应市场，推动公司业绩实现新的增长；公司进入的军品及航空零部件行业属于技术密

集、资金密集型行业，产品加工难度较高、生产加工周期较长，销售回款周期较长，

流动资金需求较大。随着公司未来项目投资规模的扩大以及新业务的发展，资金需求

将不断增加。 

3、未来发展规划的预计资金需求超过本次募集资金规模 

（1）未来业务布局所需的流动资金需求较大 

公司进行新领域业务的开拓，逐渐向军工、航空及工程机械等领域拓展，需要根

据相应业务情况进行场地改造、生产线建设及设备采购，预计资金需求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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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 工程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累计投入金

额（万元） 

军工、航天及工

程机械业务布局 

航空结构件制造生产

线项目 
8,815.00 7,078.12 

航空零部件（大型环

形件）生产线（二期）

技术改造项目 

14,263.00 913.60 

汽车发动机零部

件产业链价值延

伸及拓展 

涡轮增压器生产线项

目（一期） 
4,000.00 1,221.47 

涡轮增压器生产线项

目（二期） 
2,000.00 - 

丰田生产线二期专线 4,000.00 - 

合计 33,078.00 9,213.19 

由上，除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外，公司未来新业务工程项目所需投入

资金缺口约 2.39 亿元。同时，随着公司未来业务规模逐年增加，维持日常运营、业务

拓展、研发投入等所需资金也将随之增加，公司相应要保留一定的资金用于日常经营。 

综上，结合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

模及变动趋势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合理，补充流动资金可以

保障公司未来日常的营运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务风险，

提高财务稳健性，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必要

性。 

（五）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我们查阅了公司披露的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募集说明书、董事会决议、

股东大会决议、前次募集资金鉴证报告、前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相关测算明

细表、公司前次募投项目相关备案及环评文件等资料。 

结合访谈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业务人员等多种方式，对前次募集资金差异原因、研

发中心项目延期、建设进展缓慢的原因、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尚未投入资金安排逐项进

行访谈了解，取得了皮带轮项目、研发中心项目等设备购置明细表；对前次募投项目

的具体投资内容、测算过程、项目建设进度、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等事项进行

了核查；实地走访了募投项目的实施场所，核查厂房建设、设备投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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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开渠道查询了行业政策法规、市场空间、市场竞争、发展趋势等资料，查

阅了同行业上市公司公告信息，结合访谈公司管理层、技术人员了解公司军品航天以

及涡轮增压器等新业务的发展规划及目标，了解了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查阅了

公司的定期报告、财务数据、销售预测明细，了解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必要性及合理性。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受汽车行业市场环境的影响决定终止实施连杆项目，皮带轮项目募集

资金节余资金占比较高的原因真实、合理，前次募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谨慎，前期对

项目投资数额的测算合理。 

（2）公司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环境及有利因素存在波动，目前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公司具备继续实施研发中心项目的条件及能力，但受未来汽车市场的不确定性

因素未完全消除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发生变化的影响，该项目未来可能终止实施，公

司将基于战略发展、稳健经营及股东利益综合考虑，严格依据决策程序适时对研发中

心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后续使用计划进行合理安排。 

（3）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规模合理，补充流动资金可以保障公司未来日常的

营运资金需求，优化资本结构，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财务风险，提高财务稳健性，增

强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必要性。 

反馈问题 4 

2017 年至 2019 年、2020年前三季度，发行人业绩整体呈下滑趋势，实现营业收

入 61,594 万元、52,105 万元、52,501 万元、34,197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0,103 万元、6,669 万元、2,124 万元、845 万元，

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36.23%、28.33%、20.18%、17.71%。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结合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市场需求、产品

竞争力及各产品毛利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净利润和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2）说明针对业绩下滑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实施效果；（3）说

明发行人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净利润和毛利率下滑的影响因素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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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消除，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市场需求、产品竞争力及各产品毛利率、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净利润和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1、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净利润及毛利率逐年下滑的主要因素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同比变动额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变动额 金额 

营业收入 34,196.54 -815.86 52,500.71 395.94 52,104.77 -9,489.03 61,593.80 

营业成本 27,771.44 -583.87 41,907.92 4,565.02 37,342.90 -1,937.84 39,280.74 

营业毛利 6,425.10 -231.99 10,592.79 -4,169.08 14,761.87 -7,551.19 22,313.06 

毛利率 18.79% -1.39% 20.18% -8.15% 28.33% -7.90% 36.23% 

销售费用 1,099.33 -70.54 1,885.75 303.48 1,582.27 -526.27 2,108.54 

管理费用 2,150.95 69.83 3,104.34 -910.23 4,014.57 294.06 3,720.50 

研发费用 1,507.13 10.95 2,422.76 125.85 2,296.91 -256.24 2,553.15 

财务费用 643.95 109.07 725.49 53.05 672.44 -1,259.07 1,931.52 

其他收益 164.12 37.32 155.55 -968.29 1,123.84 434.35 689.49 

资产减值损失 28.34 41.47 -352.25 240.20 -592.46 -102.93 -489.53 

信用减值损失 72.41 180.60 -351.22 -351.22 - - - 

营业利润 1,171.48 -447.34 1,936.13 -5,236.72 7,172.85 -4,175.56 11,348.41 

利润总额 1,092.70 -527.59 2,296.26 -5,288.22 7,584.48 -4,160.98 11,745.46 

净利润 803.18 -682.68 2,117.69 -4,551.08 6,668.76 -3,434.23 10,102.99 

注：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的财务数据摘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20 年 1-9 月的数据摘自

公司未审财务报表。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10,102.99 万元、6,668.76 万元、2,117.69

万元和 803.18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36.23%、28.33%、20.18%和 18.79%，其中： 

2018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6,668.76 万元，较 2017 年下降 33.99%，主要是因为公

司毛利额下降 7,551.19 万元，超过利润总额下降金额幅度。 

2019 年度，公司净利润为 2,117.69 万元，较 2018 年下降 68.24%，主要是因为公

司毛利额下降所致，毛利额下降使得利润总额下降 4,169.08 万元，占利润总额下降金

额的比例为 97.15%。 

2020 年 1-9 月，公司净利润为 803.18 万元，较 2019 年同期下降 45.95%，主要是



 

0-2-13 

因为公司毛利额下降 231.99 万元，同时 2020 年 1-9 月公司的投资理财收益减少和财务

费用增加，综合导致公司的净利润降低。 

综上所述，公司净利润 2017 年-2020 年 9 月连续下降主要受产品营业毛利下降的

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2、行业政策变化、发展趋势及市场需求变化带来公司产品售价下降及成本上涨

的双重影响，导致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下降 

（1）受节能减排及新能源汽车的激励政策等国家政策影响，短期内对公司下游

内燃机汽车行业形成一定冲击 

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相继制定并颁布实施涉及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多项产业政

策，规范促进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一方面，随着汽车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加剧与交通状况的恶化，国家和地方政府开

始转向针对汽车的生产与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对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带来不利的影

响，如 2018 年以来购置税优惠的退出、限购政策及国六标准的推行等因素，均不利

于汽车行业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政府也出台各项鼓励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虽然目前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我国总体汽车产销量的比例

很低，但对内燃机汽车的市场竞争力及需求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 

（2）全球汽车市场产销量趋稳，且节能环保与轻量化应用广泛 

全球汽车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由于汽车行业的产业链长、

覆盖面广、综合性强，依然为世界各国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根据世界汽车工业协会

（OICA）数据，全球主要国家汽车（乘用车和商用车）产销量在 2010-2019 年期间从

7,770.40 万辆和 7,497.15 万辆分别增至 9,178.69 万辆和 9,129.67 万辆，2018 年起全球

汽车产量、销量均呈现负增长。长期看，汽车市场产销量已进入趋稳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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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从全球汽车销售区域分布来看，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是汽车消费的主要市场，

但发展中国家汽车消费增长较快；此外，随着各国排放标准不断升级，节能减排已经

成为汽车行业发展趋势，推动汽车节能与新能源技术、轻量化技术的快速发展。 

（3）国内汽车市场近两年已形成行业底部并开始复苏，消费需求仍有提升空间，

同时新能源车产销量快速提高给以内燃机零部件为主的加工制造企业带来一定压力 

随着汽车市场竞争压力加剧，国内汽车产业逐步转入稳步发展阶段，并加速由高

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稳增长、调结构”的发展主题仍将继续。根据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统计，2018 年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780.90 万辆和 2,808.10 万辆，同比下降

4.20%和 2.80%。2019 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完成 2,572.10 万辆和 2,576.90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7.50%和 8.20%；行业自 2018 年以来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需求呈现放

缓趋势，汽车发动机零配件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压力较大，2010 年至 2019

年，我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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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020 年第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汽车整体销量下降 42.4%，乘用车销量同比下

滑 45.4%；汽车市场已形成行业性底部，此后随着厂商复工，以及工信部、发改委、

财政部及地方政府对新购汽车消费不断推出刺激政策，汽车产业消费需求回暖，带动

汽车零部件市场底部回升，2020 年第二季度汽车整体销量同比增长 10.70%，乘用车

同比增长 2.70%。 

根据工信部数据统计，2020 年 1-9 月国内汽车产销量总体好于年初预期，恢复速

度在全球范围处于前列，国内汽车消费市场开始复苏。同时，国内汽车人均保有量较

低，且市场消费结构变化，换购增购比例提升。 

此外，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断提高。产量从 2015 年的 34.05 万辆提升至 2019 年

的 124.19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 38.20%；销量从 2015 年的 31.11 万辆提升至 2019 年的

120.60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 40.32%。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带动零部件需求提升，

为汽车零部件企业带来业绩新增长点，同时也给以内燃机零部件为主的加工制造企业

带来一定压力。 

（4）公司上游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也对汽车零部件行业带来一定影响 

产品的原材料主要是钢铁及其合金材料，钢铁材料的成本在产品生产成本中占有

很大比重，钢铁材料的价格对公司产品的成本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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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材料价格的波动性下跌趋势有利于企业减少生产成本，但大幅波动也将加大

企业进行成本管理的难度，增加企业的经营压力。 

圆钢近十年现货结算价（元/吨）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综上，公司近年产品毛利受行业政策变化及市场需求放缓的影响，上下游行业对

包括公司在内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产品售价及成本双重挤压的影响，其中： 

一方面，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买方市场，整车市场价格不断下

降，为了转嫁降价压力，整车厂持续降低对公司零部件产品的采购成本。 

另一方面，钢铁等原材料价格及能源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部分原材料如废钢等成

本呈上升趋势，带动采购成本增加，综合作用使得报告期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 

3、公司产品竞争力较好，但受行业整体竞争状况影响，下游客户行业地位相对

较高，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公司产品的利润空间 

（1）公司主要产品市场竞争力较为稳定 

公司 2017 年-2020 年 9 月主要产品包括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和凸轮轴总成

三大类。与一般的单一发动机零配件制造商相比，公司产品覆盖面更广、产业链延伸

更长，因此综合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更强。从产品结构看，公司不仅同时生产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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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而且产品覆盖重型、中型、轻型发动机。公司三大类产品系列在主机市场的开

发中，相互拉动，为三个产品进入或整体进入主机配套体系提供了便利。 

公司通过了 IATF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由数百台加工中心、进口精密磨

床等专业生产设备组成的先进生产线以及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各生产线运行稳定，

生产人员对生产工艺运用良好，产品检测规范，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公司产品品质优

良、成品率高，公司产品竞争力保持稳定。 

（2）公司产品保持竞争力的同时，受市场竞争状况影响，下游客户行业地位较

高，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公司产品的利润空间 

公司通过多年经营，已和众多知名发动机生产企业和整车生产企业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由于该等客户资金实力强、信用状况良好，对于具体价格协商及信用期设定等

条件，公司客户行业地位较高、话语权更大，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公司产品的利润空间。 

4、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主要产品营业毛利及毛利率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主要产品营业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凸轮轴总成 14,176.51 12,402.33 12.51% 20,584.57 17,502.58 14.97% 

曲轴扭转减振器 10,747.99 8,214.39 23.57% 15,409.00 12,292.04 20.23% 

连杆总成 8,516.58 6,894.13 19.05% 15,696.04 12,038.49 23.30% 

（续）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凸轮轴总成 13,962.09 12,356.41 11.50% 14,761.91 11,219.72 24.00% 

曲轴扭转减振器 15,950.02 10,704.19 32.89% 19,786.93 12,375.46 37.46% 

连杆总成 21,213.06 14,230.59 32.92% 25,189.02 15,491.91 38.50% 

2018 年-2020 年 9 月，公司营业毛利较上期分别下降 7,551.19 万元、4,169.08 万元

和 232.00 万元，其中上表主要产品的营业毛利及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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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毛利额 
较同期增

长额 
毛利额 

较上期增

长额 
毛利额 

较上期增

长额 
毛利额 

凸轮轴总成 1,774.18 84.77 3,081.99 1,476.31 1,605.68 -1,936.51 3,542.19 

曲轴扭转减振器 2,533.60 515.22 3,116.96 -2,128.87 5,245.83 -2,165.64 7,411.47 

连杆总成 1,622.44 -814.14 3,657.55 -3,324.92 6,982.47 -2,714.64 9,697.11 

由上，2018 年度凸轮轴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杆总成合计毛利额下降 6,816.79

万元，占当年度营业毛利下降总额的比为 90.27%；2019 年度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杆总

成合计毛利额下降 5,453.79 万元，占当年度营业毛利下降总额的比为 130.82%。2020

年 1-9 月营业毛利主要受连杆产品毛利下降的影响。因此，主要产品毛利额的下降是

影响营业毛利下降的主要因素，产品毛利率变化及收入变动对其营业毛利的影响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毛利额

增长 

毛利率 

影响 

收入变动影

响 

毛利额增

长 

毛利率 

影响 

收入变动 

影响 

毛利额增

长 

毛利率 

影响 

收入变动

影响 

凸轮轴总成 84.77 54.52 30.25 1,476.31 714.28 762.03 -1,936.51 -1,745.26 -191.25 

曲轴扭转减振器 515.22 368.21 147.01 -2,128.87 -1,950.78 -178.09 -2,165.64 -728.92 -1,436.72 

连杆总成 -814.14 -348.21 -465.93 -3,324.92 -1,509.96 -1,814.96 -2,714.64 -1,183.69 -1,530.95 

注：（1）毛利率影响=（本期毛利率-上期毛利率）*本期收入；（2）收入变动影响=（本期收

入-上期收入）*上期毛利率；其中上期均为上年同期。 

（1）凸轮轴总成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凸轮轴总成产品的单位售价、单位成本以及毛利率情

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单位售价（元/件） 95.16 4.36% 91.18 -5.86% 96.85 -2.04% 98.87 

单位成本（元/件） 83.25 7.38% 77.53 -9.55% 85.71 14.07% 75.14 

毛利率 12.52% -2.45% 14.97% 3.47% 11.50% -12.50% 24.00% 

2018 年度凸轮轴总成毛利额下降主要因为毛利率下降所致，其中凸轮轴总成产品

的单位成本较上期增长 14.07%，主要系受下游汽车行业发展放缓的影响，公司凸轮轴

产品订单需求量下降，相应产量下降，而新增生产线及设备产能未充分利用，导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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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产品分摊折旧及其他固定制造费用增长较多；受部分客户产品降价的影响，产品单

位售价较上期下降 2.04%。受单位售价下降以及单位成本上升双重影响，公司凸轮轴

总成产品在 2018 年度的毛利率减少 12.50%。 

2019 年度凸轮轴总成毛利额增长主要系收入、毛利率增长所致，其中，公司 2019

年度单位成本较上期下降 9.55%，主要系公司 2019 年加大了对凸轮轴产品市场开拓力

度，之前部分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杆客户，如通用五菱和浙江远景等客户增加了对公

司凸轮轴产品的购买，当期产销量大幅提升，导致单位产品分摊的折旧及其他固定制

造费用下降；2019 年凸轮轴产品单位售价较 2018 年降低 5.86%，主要受成本降低以及

行业放缓局面依然持续的影响，公司凸轮轴产品根据客户要求继续降低了单位售价，

但下降幅度低于公司单位成本下降幅度，因此公司凸轮轴产品 2019 年毛利率上升

3.47%。 

2020 年 1-9 月，公司销售了部分柴油发动机用新型号凸轮轴总成，单价较高，带

动平均售价增长 4.36%；但由于柴油发动机用新型号凸轮轴单位成本较高，受产品结

构的影响，2020 年 1-9 月公司凸轮轴总成产品的单位成本较 2019 年度增加 7.38%，受

该等因素影响，公司凸轮轴总成产品的毛利率较 2019 年度下降 2.45%。综合影响导致

2020 年 1-9 月凸轮轴毛利额增长幅度较小。 

（2）曲轴扭转减振器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曲轴扭转减振器的单位售价、单位成本以及毛利率情

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单位售价（元/件） 53.49 5.32% 50.79 3.79% 48.93 -4.94% 51.48 

单位成本（元/件） 40.88 0.91% 40.51 23.37% 32.84 2.00% 32.20 

毛利率 23.57% 3.34% 20.23% -12.66% 32.89% -4.57% 37.46% 

2018 年度，公司曲轴扭转减振器毛利额下降主要受行业需求下降导致产品收入大

幅下降的影响；2019 年度，公司曲轴扭转减振器毛利额下降主要受产品毛利率下降的

影响，其中公司部分单价较高的新型皮带轮产品实现了量产销售，略微拉升了整体平

均售价；2019 年皮带轮产品整体产量继续下降，且原材料皮带轮外圈及芯子采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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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增加，使得产品平均单位成本上升 23.37%，综合影响使得公司产品毛利率较 2018

年下降 12.66%。 

2020 年 1-9 月，随着汽车市场回暖，公司曲轴扭转减振器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

带动 2020 年 1-9 月毛利额较同期增加。其中，部分单价较高的新型号产品实现量产销

售，使得产品毛利率较 2019 年度上升 3.34%。 

（3）连杆总成毛利及毛利率变化分析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连杆总成产品的单位售价、单位成本以及毛利率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变动 数值 

单位售价（元/件） 30.78 -3.99% 32.06 -7.15% 34.53 -4.60% 36.19 

单位成本（元/件） 24.91 1.30% 24.59 6.16% 23.16 4.06% 22.26 

毛利率 19.07% -4.23% 23.30% -9.61% 32.92% -5.58% 38.50% 

2017 年-2020 年 9 月连杆总成毛利额下降主要系收入、毛利率下降所致，受行业

需求影响，产品产量持续下降，导致产品单位固定成本上升，使得产品单位成本持续

增加；受部分客户持续降低采购价格的影响，2017 年-2020 年 9 月产品整体销售单价

下降；综合影响使得产品收入及毛利率均下降。 

5、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综合毛利率比较 

2017 年-2020 年 9 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 

股票代码 名称 
综合毛利率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002265.SZ 西仪股份 10.96 15.00 14.65 17.68 

601689.SH 拓普集团 26.04 25.59 26.34 28.44 

002283.SZ 天润工业 25.31 25.63 24.83 26.05 

603166.SH 福达股份 24.86 23.63 21.92 23.85 

603178.SH 圣龙股份 13.28 10.38 18.18 21.88 

可比公司均值 20.09        20.05         21.18         23.58  

本公司 18.79 20.18 28.33 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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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数据计算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呈下降趋势，与各公司相比，下降幅度高

于拓普集团、天润工业、福达股份等同行业公司，与西仪股份、圣龙股份变化趋势较

为一致，具体分析如下： 

①公司 2017 年之前综合毛利率水平较高，受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环境下行影响，

毛利率呈下降趋势，下降原因合理 

公司长期从事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和凸轮轴总成的生产销售业务，形成了

领先的生产工艺以及技术优势，掌握了丰富的生产经营及管理经验，可有效进行成本

管理，2017 年之前汽车零部件市场需求量整体增加，在公司生产工艺、产品客户结构

及成本管控的综合作用下，具有一定附加值优势，因此拥有相对较高的毛利率水平。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需求下降，我国汽车市场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买方市场，整车

市场价格不断下降，为了转嫁降价压力，整车厂持续降低对公司零部件产品的采购成

本，同时部分原材料如废钢等成本呈上升趋势，带动采购成本增加。在产品售价及单

位成本的双重挤压下，公司发动机皮带轮及连杆总成等主要产品的附加值优势减弱，

因此毛利率大幅下降，带动公司综合毛利率下降。 

②受具体产品及客户结构差异及变化的影响，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情况

存在差异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产品及主要客户情况如下： 

股票代码 名称 主要销售产品 主要客户 

002265.SZ 西仪股份 连杆产品 

长安汽车、上汽集团、广汽集团、长城汽车、

华晨汽车、奇瑞汽车、江铃集团、一汽海马、

昌河铃木、东风柳汽、新柴动力、柳州上汽、

悦达起亚、北京现代、现代威亚、神龙汽车、

北京宝沃等 

603178.SH 圣龙股份 发动机油泵、凸轮轴 
长安福特、上海通用、上汽集团、神龙汽车、

长城汽车、江铃汽车、吉利汽车、奇瑞汽车等 

601689.SH 拓普集团 
橡胶减震产品、内饰功

能件及锻铝控制臂 

通用、福特、菲亚特-克莱斯勒、戴姆勒、宝

马、大众、奥迪、本田等 

002283.SZ 天润工业 曲轴产品及连杆产品 
潍柴、上柴、锡柴、上菲红、康明斯、云内、

戴姆勒、卡特彼勒、沃尔沃等 

603166.SH 福达股份 曲轴、离合器及齿轮 

东风康明斯、日本日野中国公司、日本洋马中

国公司、上海日野、玉柴股份、MTU、五菱

柳机、绵阳新晨动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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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菱动力 
凸轮轴总成、皮带轮、

连杆总成 

长城汽车、沈阳航天三菱、上汽通用五菱、吉

利汽车、江淮汽车、一汽轿车、比亚迪、昆明

云内等以及国外的日本三菱汽车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公开信息披露；上表主要销售内容均为各公司销售收入占比 70%以上的

产品。 

由上，由于汽车零部件行业细分产品领域众多，公司 2017 年-2020 年 9 月主要销

售凸轮轴总成、皮带轮及连杆总成三大类产品，与拓普集团、天润工业与福达股份主

要产品结构及客户结构差异较大，相应各公司的收入成本结构、技术水平、所处市场

竞争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综合毛利率水平及变化趋势存在差异。 

而公司与西仪股份及圣龙股份的产品内容及客户结构相对接近，因此各公司变化

趋势较为接近。 

根据上述同行业上市公司的产品结构，与公司主要产品具有可比性的产品主要包

括圣龙股份凸轮轴产品及西仪股份、天润工业的连杆产品，各公司相应产品的毛利率

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 

项目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圣龙股份凸轮轴产品 13.87 - 21.76 39.36 

公司凸轮轴产品 10.47 14.97 11.50 24.00 

西仪股份连杆产品 3.09 11.06 15.98 19.69 

天润工业连杆产品 26.40 24.60 22.34 22.55 

公司连杆总成产品 19.36 23.30 32.92 38.50 

资料来源：根据 Wind 资讯数据计算；圣龙股份 2019 年度凸轮轴产品毛利润为负。同行业可比上

市公司 2020 年三季报未披露分产品收入成本信息，因此使用 2020 年半年报分产品数据进行对比

分析。 

由上，圣龙股份凸轮轴产品及西仪股份连杆产品 2017 年-2020 年 6 月毛利率变化

方向与公司产品基本一致。 

天润工业连杆产品毛利率与公司差异较大，主要系：根据天润工业定期报告，其

连杆产品包括重型发动机连杆、轻型发动机连杆、船用连杆、工程机械类连杆、发电

机组类连杆等，客户为潍柴、上柴、锡柴、上菲红、戴姆勒、卡特彼勒、沃尔沃等国

内外主机厂配套；而公司以轻型乘用车发动机连杆为主，连杆产品应用范围与天润工

业不同，因此产品的型号结构与客户结构均存在差异，因此毛利率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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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 2017 年之前连杆产品毛利率相对较高，具体产品有一定议价弹性空间，

在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下，产品价格下降压力较大；同时，公司部分连杆产品毛利率

较高的客户 2018 年以来销售收入占比下降幅度较大，也对公司毛利率下降造成一定影

响。 

综上所述，结合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市场需求、产品竞争力及各产品毛利

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看，公司净利润和毛利率持续下滑受主要产品价格、

单位成本及产品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降原因合理。 

（二）说明针对业绩下滑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实施效果 

针对公司业绩下滑的现状，公司继续巩固优化汽车零部件产品业务的发展，同时

公司通过重点发展军品航空新业务板块，优化产品结构，布局新的利润增长点。包括： 

从整体方向上看，公司未来两年将重点扩展武器装备及民用航空结构件产品，大

力发展军品及航空等新领域及多元化业务。 

同时，公司将紧抓我国汽车工业在复苏后的新一轮发展机遇、紧跟全球汽车节能

减排新技术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在国内汽油机发动机、国内柴油机发动机、国

际市场三大板块不断拓宽包括涡轮增压器等新产品在内的汽车精密零部件产品系列。 

此外，继续巩固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和凸轮轴总成三大传统技术产品，构

建汽车零部件、军工以及航空航天并驱的业务格局，继续以“追求完美、创造卓越、

成就最佳”为理念，提升核心技术，优化工艺满足产品和客户需求，提升企业综合竞

争力，拓展公司产业链业务，发展成为集铸造、锻造、机加工、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

国际化的开放型企业。 

公司提高盈利能力的具体应对措施如下： 

1、公司 2018 年确定了进入航空与军工产业的业务战略，2019 年开始进行航空生

产线的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初步建设完成了各类先进的航空结构件产品车间、轴类件

产品车间，在建钣金车间、系统件车间、二期结构件车间，未来将继续加强在航空领

域的投资，上述车间全部建设完成后产品可覆盖多品类航空件和多个军种，形成包括

结构件、系统件、轴类及环形件等形态在内的产品系列，建立并深入与各航空军工企

业新客户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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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涡轮增压器量产规模从预计 2021 年 10 万件/年，逐步扩展至 2023 年 50 万件/

年，重点培育客户包括上汽集团，通用五菱、吉利汽车，三菱汽车，长城汽车，江淮

汽车等； 

3、基于新建铸造生产线，继续深化产业链上游铸造产品业务的拓展，规划的铸

造产品对外销售产品包括制动系统蠕铁制动盘、球铁卡钳、球铁支架，商用及乘用车

底盘件，重点培育客户包括武汉万向、比亚迪、东风二汽、陕汽、上柴、潍柴等，未

来将开发新能源汽车底盘构建，潜在客户包括理想汽车、小鹏汽车、恒大汽车等； 

4、对现有装备、技术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高公司精细化、精密化及自动化

水平，关键加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保证产品质量并进一步巩固公司市场地位； 

5、拓展销售网络，不断开拓国内合资品牌市场，公司已成功与丰田汽车、福特

汽车等客户合作，将成为公司收入和利润的新增长点； 

6、继续巩固现有三大成熟产品（凸轮轴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连杆总成）市

场，并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型号及产品类型，把握当前汽车市场

复苏及转型的机遇，持续巩固完善现有汽车零部件产业链，确保成为公司收入和利润

增长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公司针对业绩下滑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推进军品、航天等新业

务的发展以及对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现有业务的巩固及涡轮增压器新业务的推进，符

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具备有效性。 

基于上述已采取及拟采取措施，公司 2020 第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33.47%，同时公司 2020 年第四季度凸轮轴、皮带轮及连杆三大类

产品的达成意向需求客户的预测收入分别为 7,530.03 万元、4,077.74 万元和 4,677.15

万元，预计 2020 年度销售收入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可与 2019 年持平；此外，公司实

现了涡轮增压器小批量供货，并与部分航空军工制造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三）说明发行人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导致净利润和毛利率下滑的

影响因素是否已消除，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1、受市场经营环境的不利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下降，但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等盈

利能力要素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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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8 年 1 月上市以来，汽车市场逐渐下行；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

年中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完成 2,572.1 万辆和 2,576.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7.50%和

8.20%，自 2018 年以来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需求呈现放缓趋势，汽车发动机零配件

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压力较大，相应公司业绩呈下降趋势。 

在市场经营环境的影响下，公司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未得到有效发挥，但并未出

现重大不利变化；从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看，公司凸轮轴总成、曲轴扭转减振器及连

杆产品 2017-2019 年度三年平均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3.18%、12.26%和 5.43%，与公司

上市前市场占有率水平基本相同，其中凸轮轴总成产品受公司市场开拓的影响，2019

年度市场占有率水平有所提升。从公司竞争优势看，公司具备的技术研发优势、市场

网络及客户资源优势、成本控制及产品质量优势等虽然未在最近三年一期内的经营业

绩得到有效体现，但随着市场转变，未来公司业务发展依然将依托于原有的竞争优势，

同时不断拓展新的经营业务优势。 

2、随着市场经营环境的恢复发展及公司对新业务的开拓，预计公司未来毛利率及

盈利能力不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017 年-2020 年 6 月，公司毛利率下滑主要受市场需求下降导致的公司传统汽车

零部件产品毛利率下降，随着一季度疫情后的全面复工复产、汽车刺激消费政策的推

进，2020 年下半年以来下游汽车市场需求不断恢复，公司也不断加大与包括广汽丰田、

一汽丰田等客户的合作，公司传统汽车零部件产品未来依然具有产品附加值提升的空

间；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涡轮增压器等汽车零部件新领域业务以及军品航空加工件业

务，将形成新的产品附加值增长点。 

（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我们取得了公司分产品类别收入成本明细表，对主要产品收入、成本、毛利率情

况进行了复核；对公司财务总监、财务经理及销售经理就销售模式及公司产品竞争力

进行了访谈，了解了分产品结构毛利率变化的原因。结合产品结构及原材料价格走势，

查阅了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政策及行业研究分析相关资料以及同行业公司公开数

据，对 2017-2020 年 9 月公司毛利率变化趋势进行了对比分析，了解了净利润及毛利

率下降趋势的原因。同时，访谈了解了公司针对业绩下滑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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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实施效果、对盈利能力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判断以及导致净利润和毛利率下滑

的影响因素是否长期存在，查阅了公司四季度销售预测明细，查阅了公司军品航空等

新领域行业相关资料。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结合行业政策变化及发展趋势、市场需求、产品竞争力及各产品毛利率、同行业

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看，公司净利润和毛利率持续下滑受主要产品价格、单位成本及

产品结构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降原因合理；公司针对业绩下滑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主要

包括推进军品、航天等新业务的发展以及对汽车零部件业务板块现有业务的巩固及涡

轮增压器新业务的推进，符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具备有效性；随着

市场经营环境的恢复发展及公司对新业务的开拓，预计公司未来毛利率及盈利能力不

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反馈问题 5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7,951.16 万元、其他流动

资产 893.42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807.73 万元。 

请发行人结合上述资产的具体构成，说明上述资产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说明本

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

具体情况，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

情形。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结合上述资产的具体构成，说明上述资产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1、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认定标准 

①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以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

答》，对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界定如下： 

A．财务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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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

资金；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

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2）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

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

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

资。” 

B.类金融业务 

“除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批准从事金融业务的持牌机构为金融机构外，

其他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均为类金融机构。类金融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 

②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0 年 7 月发布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

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资产业基金以及其他类似基金或产品的，如同时属于以下情形

的，应当认定为财务性投资：（1）上市公司为有限合伙人或其投资身份类似于有限合

伙人，不具有该基金（产品）的实际管理权或控制权；（2）上市公司以获取该基金（产

品）或其投资项目的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 

2、上述资产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7,951.16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

893.42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807.73 万元，前述资产的具体构成如下：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为 7,951.16 万元，其

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投入本金为 7,910.00 万元，利息收入为 41.16 万元，本金投入具体

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购买日 到期日 购买金额 

目前是

否到期

赎回 

1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

款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7/30 2020/10/30 3,000.00 是 

2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98 天（黄金挂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8/3 2020/11/9 1,91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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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购买日 到期日 购买金额 

目前是

否到期

赎回 

钩看涨） 

3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聚赢股票-挂钩中证 500指

数 结 构 性 存 款 （ 标 准

SDGA200098N）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7/31 2021/2/1 3,000.00 未到期 

为提高公司货币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在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将暂时闲置货币资金用于购买期限一年以内、风险较

小的保本型结构性存款。前述结构性存款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

品”，因此也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2）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其他流动资产包含留抵增值税 854.34 万元和预缴所得税

39.08 万元，合计 893.42 万元，不存在属于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3）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主要系公司以售后租回方式租入固

定资产所形成的未确认售后租回损益 807.73 万元，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上述资产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二）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据上述关于财务性投资和类金融业务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

月至今，即从 2020 年 3 月 14 日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实施或拟实施其他财务性投

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西菱动力是否存在该情形 

类金融业务 否 

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否 

拆借资金 否 

委托贷款 否 

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否 



 

0-2-29 

项目 西菱动力是否存在该情形 

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否 

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 否 

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购买的金融产品

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购买日 到期日 购买金额 

是否到

期赎回 

1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

款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4/29 2020/7/29 4,000.00 是 

2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聚赢股票-挂钩沪深 300指

数 结 构 性 存 款 （ 标 准

SDGA200028N）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4/29 2020/7/29 3,000.00 是 

3 
成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芙蓉锦程”单位结构性存

款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7/30 2020/10/30 3,000.00 是 

4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

结构性存款 98 天（黄金挂

钩看涨）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8/3 2020/11/9 1,910.00 是 

5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聚赢股票-挂钩中证 500指

数 结 构 性 存 款 （ 标 准

SDGA200098N） 

保本型结

构性存款 
2020/7/31 2021/2/1 3,000.00 未到期 

公司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短期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

开展，确保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利用短期闲置资金滚动购买保本

型结构性存款。该类产品安全性较高，不属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综上，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不存在实

施或拟实施的其他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投资）的情况。 

（三）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

情形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2020 年 6 月

修订）》及深交所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

市审核问答》，“金额较大指的是，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

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30%（不包括对类金融业务的投资金额）。”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

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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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师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查阅《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对于财务

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定义，并向公司进行了明确； 

（2）查阅公司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并获得了最近一期末公司交易性金融资

产、其他流动资产等科目的明细，并对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进行初步判断； 

（3）取得并查阅公司理财产品相关合同，抽取部分售后租回合同、摊销过程明

细表及支付凭证等资料； 

（4）访谈公司主要管理人员，了解公司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至今已实施或

拟进行的财务性投资情况。 

2、核查结论 

经核查，我们认为： 

（1）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流动资产与其他非流

动资产的具体构成中不存在属于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2）自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实施或拟实施

的财务性投资的情形； 

（3）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及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持有金

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本回复仅供西菱动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目的使用，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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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成都西

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回复》

之签章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〇二〇年十一 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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