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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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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实

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44,500万元，项目资金

投向主要包括购买福建力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佳公司”）土地及

厂房等资产13,740万元（该事项2020年9月已实施完毕），蓝田厂区办公场所、

车间装修改造及厂房扩建新建费用15,550万元，新增设备投资13,210万元，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2,000万元。 

  该项目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其中购买力佳公司土地及房产等资产构成关联

交易，该关联交易已提交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并于2020年9月实施完毕。 

  本次项目建设周期长，受宏观经济发展、市场需求波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变化

的影响，存在可能导致项目经济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新增固定资产折旧

及职工通勤费用摊销等将加大企业成本压力，项目效益释放前，短期内可能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项目建设涉及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

评价，后续存在有权部门审核不通过的风险。 

 

 

一、项目概述 

（一）公司拟实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44,500

万元，项目资金投向主要包括购买福建力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佳公司”）

土地及厂房等资产13,740万元（2020年9月已实施完毕），蓝田厂区办公场所、

车间装修改造及厂房扩建新建费用15,550万元，新增设备投资13,210万元，项目

铺底流动资金2,000万元。 



（二）2021年3月3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七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全体董

事出席会议，以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龙溪股份关于关节

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自筹资金人民币4.45亿元实

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三）该项目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其中购买力佳公司土地及房产等资产构

成关联交易，该关联交易已提交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于2020年9月实施完毕。除了购买力佳公司土地房产外，本次项目投资

的其他事项均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范畴。 

（四）项目建设涉及环境影响评价，尚需提交政府有权部门审批。 

二、项目基本情况 

漳州市于 2020 年 4 月启动“中国女排娘家”基地项目建设，拆迁范围涉及

公司延安北厂区总部办公及该厂区内关节轴承生产线，公司总部厂区整体搬迁时

间临近。为解决总部厂区办公及生产场地问题，综合考虑关节轴承业务整合、工

艺布局优化及产能扩张等因素，公司拟在漳州市蓝田开发区实施关节轴承绿色智

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一）项目名称 

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二）项目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共计 44,500万元， 其中包含目前已经购买的力佳公司厂房及土

地投资约 13,740 万元，公司根据工艺布局图和功能需求，需要新建厂房并且对

原有部分厂房及办公楼进行二次装修改造，该部分投资约 15,550 万元；新增设

备 140 余台套，这部分投资约 13,210 万元（含设备采购费、安装费及不可预见

费），铺底流动资金 2,000万元。 

（三）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公司拟借助此次搬迁契机，本着绿色智能、低碳环保的先进制造理念，总体

规划公司关节轴承业务布局，在漳州市蓝田经济开发区实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

造技术改造项目，将公司产能从 1500万套/年提升至 2000万套/年。一是购买力

佳公司土地厂房（以下简称“蓝田三厂区”）用于承接公司总部办公区域及生产

设备的布局调整，土地面积约 129516.57 平方米（约 194 亩），厂房及辅助设施

建筑面积约 73729.86 ㎡；二是新建配套建筑及仓储，总建筑面积 33900 平方米；



三是对蓝田二厂区、蓝田三厂区部分厂房及办公楼进行装修改造，并将生产车间

重新进行布局，装修改造总建筑面积 69700 平方米；四是新增各类先进的加工检

测设备 140余台套。 

（四）项目建设期限 

建设期为 2020 年 6月至 2024年 6月，分两期完成。 

（五）项目资金来源 

公司自筹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关节轴承是公司关键核心业务，该业务起源于公司延安北厂区并逐步得到发

展和壮大。2000年以来，受城市建设、环保政策、场地局限等叠加因素的制约，

公司关节轴承锻造、车加工及部分磨削生产线逐次分批搬迁到漳州市蓝田经济开

发区内的公司蓝田一、二厂区，但至今总部行政办公及部分生产线仍保留在漳州

市芗城区延安北厂区，三个厂区相距约 10 公里，业务地理分布零散、管理跨度

大、物流成本高，影响企业生产效率，也相应增加了仓储、库存管理等成本，且

三个厂区均没有富余场地支撑业务布局调整好产能扩张。因此，公司拟按照“整

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借助本次延安北厂区“退城入园”、整体搬迁的机

会，在漳州市蓝田开发区实施关节轴承绿色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统筹解决公

司延安北厂区搬迁、关节轴承业务布局调整及产能扩张受限等问题。 

（一）购买力佳公司土地厂房。虽然公司华安厂区足以承接关节轴承业务搬

迁，但基于九龙江饮用水质环保安全，华安厂区不得落户磷化等表面处理生产线。

因此，公司综合考虑环境保护、地理位置、场地空间及现有业务生产布局，选定

蓝田厂区重新规划、布局关节轴承业务。力佳公司毗邻公司蓝田二厂区，土地面

积约194亩，厂房及辅助设施建筑面积约73729.86㎡，加上公司蓝田一、二厂区

场地，可满足公司延安北厂区整体搬迁、工艺布局优化调整及产能扩张等业务整

体规划的实施，且通过一次性搬迁蓝田厂区，既解决了环保要求，也规避了后续

因业务整合导致生产线二次搬迁的风险。同时，力佳公司与公司关节轴承业务同

属于机械制造业，其厂房建筑物经过改造后可适用于公司关节轴承生产制造，通

过购买土地厂房可减少重复建设，缩短投用时间，降低重置成本。 

（二）厂房装修改造及扩建新建。蓝田二厂区综合办公楼为毛坯房，无法满

足总部行政办公需要，已购买的力佳公司厂区（以下简称“蓝田三厂区”）投用



时间长、厂区老旧，其办公楼区域规划与公司部门设置及人员配置不相适应，而

部分车间厂房存在局部漏雨和采光不足等问题，特别是生产车间、仓储、设备基

础、供水供电线路布局与关节轴承生产制造管理存在差异，不能满足公司关节轴

承业务规划、工艺布局及产能扩张需求，因此需要按照公司行政管理、生产工艺

规划布局进行二次装修改造，重新构建设备基础，新建扩建配套建筑及仓储库房，

以达到业务整合、布局优化、产能扩张等目的。 

（三）产能扩张。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关节轴承供应商和出口商，长期占据国

内行业龙头地位，产品广泛应用于载重汽车、工程机械、水电工程、冶金设备等

传统产业领域及航空航天、轨道交通（高铁动车）、钢结构建筑、新能源（风电、

核电、光伏、光热）、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关资料显示，“十四五”

期间中国经济仍将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受益于疫后重建、投资拉动

及产业政策扶持，全球经济有望转向恢复期；关节轴承作为国民经济及国防军工

建设的关键机械基础件，下游主机更新换代、车辆尾气环保限制、城镇建设、乡

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开工等有利于拓宽行业增长空间，特别是航空航天、新能

源等战略性新兴领域国产化配套需求潜力大，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其中核心

竞争力突出、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无疑会赢得更多的机会。公司作为首批全国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关节轴承品种齐全，制造链完整，研发体系完善，创新能

力突出，年开发新产品达 300 种以上，拥有产品授权专利 92 个，其中发明专

利42 个（含 2 项国防发明专利）；公司营销渠道完整，客户群体稳定，产品远

销欧美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卡特彼勒、林德公司、沃尔沃等跨国公司全

球采购体系；公司是国内航空关节轴承的主要承研承制单位，在航空航天等高端

市场开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资源能力优势为公司业务拓展、产能扩张提供了

坚实的保障。目前，公司关节轴承产能约1500万套，全部达产年营收规模约6亿

元，现有产能已无法满足业务扩张需求，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综合考虑未来关

节轴承行业市场发展态势、公司战略规划及企业资源能力状况，公司必须通过新

项目建设，增加关节轴承产能，扩大经营规模，加快提质增效，推进转型升级，

提升上市公司发展速度及发展质量。 

四、项目实施方案 

（一）购买力佳公司土地厂房 

公司出资约 1.37 亿元购买力佳股份土地、厂房及部分通用设备，该地块位



于漳州蓝田开发区（小港北路 32号），面积 129516.57 ㎡（约 194.28 亩），地

块内工业厂房及附属建筑物总面积 73729.86 ㎡，生产机器通用设备 60台（套）。

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七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龙溪股份关于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购买土地厂房及设备交易事项，2020 年 6月公

司与力佳公司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并根据转让协议及保证金协议的规定支付

交易款项，2020 年 8 月完成不动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所购买的资产已全部交付

公司使用，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二）厂房装修改造及新建 

根据关节轴承生产车间的工艺布局装修改造蓝田二、三厂区部分厂房、办公

场所及厂区给排水、消防、供配电、弱电及智能化设施等其他配套工程，并按产

能规划布局新建厂房、仓库及其他基础配套设施。项目实施后，延安北厂区的行

政部门、航空事业部、检测试验中心（航空部）、织物衬垫制备工段迁移到蓝田

二厂区，生产研发和市场部门、成品三车间、成品四车间、表面处理车间、热处

理车间、机具车间、动力车间、检测与试验中心、储运部等生产单位及蓝田一厂

区（成品五车间的轴套产线除外）、蓝田二厂区的成品六车间迁移到蓝田三厂区。

工程项目施工预算如下： 

编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1 第二联合厂房扩新建及改造       3,000.00 

2 蓝田三厂区办公区域改造        400.00  

3 蓝田二厂区办公区域改造        400.00  

4 蓝田二厂区车间改造（5#、6#）       2,050.00  

5 新建三厂区污水处理站        300.00 

6 新建三厂区高架仓库       3,000.00  

7 新建三厂区五金仓库       1,200.00  

8 新建第一联合厂房       1,200.00  

9 新建第三联合厂房       2,800.00  

10 其余配套建设       1,200.00  

合计 15,550.00 

装修改造及新建厂房预算表 

1、蓝田二、三厂区装修改造 

2021 年 3月至 2021年 6月，完成蓝田二厂区、三厂区装修改造工程项目的

施工建设。 

http://www.sse.com.cn/


（1）蓝田三厂区办公楼：办公楼为八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约 5700㎡。办

公楼安装两部客梯。主要功能：供市场、生产、研发部门办公使用。 

（2）蓝田三厂区第二联合厂房：第二联合厂房为单层钢结构工业厂房，建

筑面积约 40000㎡。主要功能：供生产车间及车间现场办公室使用。 

（3）蓝田二厂区办公区域：办公楼二楼、5#和 6#厂房贴面楼，总建筑面积

约 4000 ㎡。主要功能：供总部行政办公部门、航空事业部、检测实验中心使用。 

（4）蓝田二厂区 5#、6#厂房：5#、6#厂房为单层钢结构工业厂房，总建筑

面积约 20000㎡。主要功能：供航空事业部生产车间、检测试验中心（航空部）、

织物衬垫制备工段使用。 

（5）其他配套设施：小车停车棚、电动车停车棚、厂区绿化、蓝田三厂区

大门、围墙、路灯照明等。 

2、项目新建工程 

（1）2021年 2 月至 2021年 6月完成新建 900㎡污水站工程的施工图规划、

设计、审查、场地平整、施工建设。 

（2）2021年 5 月至 2023年 4月完成新建 9000㎡高架仓库、4000 ㎡五金库

及 6000 ㎡和 14000 ㎡的第一、第三联合厂房的施工图规划、设计、审查、场地

平整、施工建设。 

（三）新增设备 

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市场需求情况，计划于 2021年 1月至 2024 年 6月分批

次采购车加工、磨加工等生产设备共计 140 余台套，并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验

收和试生产。 

五、经济效益 

项目总投资 42,500 万元（不含铺底流动资产），其中用于新增产能的投资

32,500 万元。达产后，公司年新增关节轴承产能 500 万套、销售收入 2 亿元、

利税 0.68 亿元（含增值税、所得税及附加税）、税前利润 0.48 亿元、税后利润

0.40 亿元；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 13.34%（所得税后），项目回收期 8.03 年（按

所得税后测算）。 

六、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分析 

（一）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为公司延安北厂区整体搬迁、“退城入园”提供了办公及生



产制造场所，同时一并解决了关节轴承生产线布局零散、物流成本高且区域协同

管理困难等问题，达到整合业务布局、优化生产作业流程、降低物流成本、提高

效率及扩张产能等多重目的。 

2、该项目兼顾企业经济利益、城市发展及环境保护，在提升关节轴承产能

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满足城市建设规划，符合地方环保政策要求，有

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3、通过新增引进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增强装备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及加

工一次合格率，推动绿色智能制造，拓展高端市场，加速提质增效步伐，推进转

型升级，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项目建设周期长，受宏观经济发展、市场需求波动等外部环境因素

变化的影响，存在可能导致项目经济效益达不到预期的风险。 

2、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及职工通勤费用摊销等将加大企业成本压力，项目效

益释放前，短期内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3、项目涉及新增厂房建设、环境影响及环保措施评价，后续存在有权部门

审核不通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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