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并购重组委审核意见回复》之专项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中释义一致。 

2021 年 6 月 9 日，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城股份”或

“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不予核准北京京城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证

监许可〔2021〕1879 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并购重组委”）认为：“申请人未充分披露标的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及业绩预测

的合理性，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2021 年 6 月 11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北京京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继续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决定继续推进本次交易。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就上市公司

对导致前次未通过并购重组委事项的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上市公司对导致前次未通过并购重组委事项的落实情况 

根据并购重组委 2021 年第 10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申请人未充分披露标

的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及业绩预测的合理性，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 

1、我国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发展空间巨大 

（1）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升级改造高速发展 



根据工控网数据，2020 年我国工业自动化市场规模达到 2,057 亿元，同比增

长 9.9%，其中产品市场规模为 1,466 亿元，同比增长 10.9%，服务市场为 591 亿

元，同比增长 7.5%。工业自动化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随着未

来自动化核心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内工业自动化装备制造行业仍将具有巨大

的成长空间。 

作为制造业自动化改造的核心领域之一，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情况能够代表性

反映制造业自动化升级的发展情况。根据 IFR 数据统计，2019 年全球工业机器

人销量为 37.3 万台，市场规模为 138 亿美元。2019 年全球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13

台/万人，其中，新加坡（918 台/万人）、韩国（855 台/万人）和日本（364 台/万

人）位居前三名。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 188 台/万人，排在第 15 位，尽管 2012

年至 2019 年复合增速高达 49.89%，但相比高密度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存在较大

发展空间。 

2020 年以来，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均处于恢复期，而我国

经济率先开始恢复，工业机器人行业也自 2020 年第二季度以来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根据 Wind 及中信建投的研究数据，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23.71

万台，同比增长26.81%，2021年一季度累计产量达到7.87万台，同比增长127.20%。

工业机器人行业的高速增长显示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升级的旺盛活力和高速发展。 

（2）我国制造业发展战略鼓励“机器换人”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中

包括：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

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

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2021 年，我

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

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十四五”智

能制造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加快构建智能制造发展生态，深入推进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相关政策有利于制造业“机器换人”的推进和智

能化发展升级。 

（3）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升级路径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 2020 年至 2030 年将年均减少

790 万人，2030 年至 2050 年将年均减少 835 万人。劳动力的匮乏、人口红利的

消失致使工业制造业企业用工成本急剧上升，企业“机器换人”需求不断增加，

我国工业制造业企业的自动化进程仍将延续。通过“机器换人”，推动技术红利

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优化升级的必然选择，工业自动化产业的需求

市场将进一步打开。 

（4）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制造业自动化升级加速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制造业企业产品生产和企业经营受到极大挑战，特别是人

力生产依赖性较高的企业，复工复产受到阻碍，企业生存面临压力。新冠疫情使

得主要企业普遍期望提升生产线自动化水平，提升生产韧性和灵活性，以应对未

来可能再次发生疫情等风险对正常生产经营的重大影响。制造业全行业已基本形

成共识，加速推进自动化生产升级，打造企业数字化生产的基石，在未来利用工

业互联网形成整体生态系统，使得制造资源、生产工具与装备、物流、设施等各

环节加速发展，最终提高整个制造业的效率。 

新冠疫情使得“机器换人”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加速了企业自动化需求以及

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已成为行业共识，不仅仅是基于生产

成本和稳定性的考虑，也有助于控制健康和安全风险。 

综上所述，全球及我国制造业自动化处在高速发展期，我国规划战略、产业

政策和人口趋势充分鼓励和支持制造业自动化改造升级。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进

一步加速了制造业自动化升级的推进。因此，我国制造业自动化、信息化发展空

间巨大。 

2、制造业自动化水平持续迭代发展，各领域自动化升级需求长期增长 

我国制造业向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对生产线分工细化程度、自动

化率、全产业链协同和生产效率再提高等方向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工业生产自动化需求分布极为广泛，在包括家电、3C、能源、化工、食品饮

料等在内的诸多制造业领域内，虽然自动化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但自动化应用需

求均较为强烈。随着全球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自动化生产线、信息技术、智能



机器人等相关技术的突破，制造业对于生产效率、精细制造、流程管理、成本控

制等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迭代更新、升级发展、持续优化。因此，制造业企业的

自动化改造并非一劳永逸，具有技术发展快、代际更新快、需求持续性等特点。 

目前，国内家电、3C 等行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对较高。家电、3C 等行

业随着底层硬件设备、信息化系统、数据联通等的发展，工厂的数字化程度正在

逐步从单纯的生产环节向订单、排产、备料、物流等多个环节延伸。在未来，首

先，自动化改造将在目前生产、组装等环节的基础上，向生产线上下游延伸；其

次，生态化的生产要求以及视觉追踪、柔性生产、智慧管理等创新技术的引入将

对现有自动化生产线提出升级改造要求；此外，由于家电、3C 产品更新换代相

对较快，产品的更新换代即要求自动化生产线的重新规划和升级。因此，家电、

3C 领域生产线自动化升级将不断迭代发展，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集成产品的需

求充足。 

能源、化工和食品饮料等行业自动化改造处于逐步深入阶段，大中型企业对

工厂的生产建设进行长期规划，考虑相应的专业部门和人员布局，对自动化、信

息化建设需求明确。随着未来行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提高，行业内部优胜劣汰，

大中型企业将从自动化的深入推进中取得更多的成本优势和效率提升，竞争优势

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在家电、3C、能源、化工、食品饮料等领域，生产线自动化升级

的旺盛需求将长期保持，各领域在产品稳定性、定制化生产能力等方面均有一定

要求。随着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生产线自动化和信息化新的应用场景将持续扩

展，各制造业板块的自动化水平也将持续迭代发展，自动化升级需求将长期保持

增长，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集成产品的需求亦将保持增长。 

3、北洋天青保持现有优势领域，持续拓展业务分布 

（1）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集成供应商在制造业自动化升级改造中具有不可

替代性 

自动化制造设备集成系统不是简单的设备组合，是以系统思维的方式进行规

划设计，对设备功能充分应用，实现各设备的协同运行，并保证软硬件接口的无

缝和快捷，实现集成创新和效率提升，是一个全局优化的复杂过程。只有运用系



统集成的方法，才能使各类设备、物料合理、经济、有效地输送，实现输送、加

工、装配、生产配合的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快捷化和合理化。自动化制造

设备系统集成供应商通常在该领域具有整体规划、系统设计和整合供应链的能力，

发挥积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营业务亦将随着制造业自动化升级改造的推进

而不断发展。 

（2）北洋天青与现有客户合作逐步深化 

标的公司采取“订单式生产”的业务模式，按照客户需求量身定做非标自动

化设备项目产品，为客户制定定制化的工业自动化生产解决方案。标的公司的产

品、技术与服务获得了行业内外的广泛认可，已成功与海尔、澳柯玛、海信等集

团公司中的众多子公司等优质下游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实现了产品的销售。 

标的公司已经与海尔、海信、澳柯玛集团合作五年左右，为上述客户提供了

上百单服务，覆盖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电热设备等白色家电主要产品，是少

有的能提供多产品自动化生产线及配套系统全流程服务的供应商。标的公司凭借

创新的产品、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与主要客户形成良好的合

作关系。 

标的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为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集成产品，涉及客户生产的

稳定性。客户对供应商的选定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目前北洋天青已经进入客

户的供应商名单。供应商需要深度掌握客户的技术改造需求，研究客户产品加工

工艺，双方一旦确立合作关系，将不会轻易变更。 

如前所述，家电行业生产线自动化技术处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主要客户的技

术路径将持续更新迭代，客户一方面布局新建工厂带来新建自动化生产线采购需

求，另一方面随着其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的引入需要、同行业技术更新

的竞争压力，已有工厂的生产线自动化、信息化改造升级需求亦将持续产生。因

此，稳定的现有客户资源将持续支撑北洋天青主营业务发展。 

（3）北洋天青积极拓展新行业新客户，持续提升业务规模 

① 家电行业业务拓展情况 

北洋天青在维护现有家电行业龙头客户的同时，也与行业内其他企业建立了



联系，推广各类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努力开发行业内其他客户。截至本核查意

见签署日，北洋天青已经进入美的集团供应商名单，正在与美的集团就后续合作

进行磋商。 

② 其他行业业务拓展情况 

北洋天青在深耕家电行业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能源、化工、3C 等其他行

业客户。 

在能源、化工领域，北洋天青积极拓展现有技术及产品可以支持的自动化、

信息化应用，已与部分潜在客户进行技术对接、方案探讨等工作，逐步开展业务

合作。 

在 3C 领域，北洋天青主要以现有的空中物流悬挂输送系统为切入的技术基

础，以液晶显示器模组生产为主推市场，拟开发机器人视觉追踪应用技术，柔性

部件组装技术、以及任意曲面屏组装技术，并引入行业内有资深自动化行业经验

的高水平技术及管理人才，积极拓展 3C 领域自动化市场。 

综上所述，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集成供应商在制造业自动化升级改造中具有

不可替代性。北洋天青在现有集成设计能力、生产技术及软件开发能力、定制化

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巩固家电行业优势，并基于已有经验逐步向能源、化工、3C

等行业拓展业务，保持主营业务的稳定发展和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 

（二）标的资产业绩预测的合理性 

1、标的资产加期评估基本情况 

由于首次评估报告的有效期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了反映标的公

司的经营情况、在手订单情况等的最新变化，同时为了描述更加合理准确、通俗

易懂，对北洋天青主营业务分类情况进行更新，基于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考虑，评估机构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两种

方法对交易标的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了加期评估。 

加期评估和首次评估中，北洋天青在预测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稳定期 

主营业

务收入 

加期评估 29,673.09 32,600.00 34,900.00 36,800.00 37,900.00 37,900.00 

首次评估 29,249.24 32,361.96 34,790.00 36,700.00 37,800.00 37,800.00 

净利润 
加期评估 3,928.04 4,195.92 4,387.95 4,622.26 4,719.25 4,719.25 

首次评估 3,799.16 4,082.97 4,291.68 4,551.10 4,686.08 4,686.08 

加期评估和首次评估中，北洋天青的评估结果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母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减值 评估增减值率 

加期评估 9,191.14 32,800.00 23,608.86 256.87% 

首次评估 6,355.80 30,800.00 24,444.20 384.60% 

加期评估的业绩预测数据略高于首次评估数据，与首次评估不存在显著差异。

加期评估结果较首次评估结果增加 2,000.00 万元，标的公司未出现评估减值情

况，两次评估结果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次加期评估和首次评估的详细情况参见本报告书“第六节 标的资产评估

情况”的具体内容。 

2、标的资产在手订单充足，2021年收入预测具有可实现性 

（1）截至 2020 年末在手订单在 2021 年拟确认收入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北洋天青在手订单合同金额（不含税）为 20,097.08

万元，综合考虑北洋天青产品特点、订单规模、生产周期、甲方投产要求、疫情

影响等因素制定生产及交付计划，根据其生产及交付计划，上述项目中预计于

2021 年确认收入 18,594.33 万元。 

（2）2021 年新签署订单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末，北洋天青于 2021 年新签订项目（包含已签订订单及已

中标订单）不含税合同金额合计为 14,373.83 万元，综合考虑北洋天青产品特点、

订单规模、生产周期、甲方投产要求、疫情影响等因素制定生产及交付计划，上

述 2021 年新签订单预计将有 11,078.76 万元于 2021 年底前交付并投产（即完成

验收）。 



（3）标的资产在手订单充足，能够覆盖 2021 年收入预测 

综上所述，北洋天青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手订单不含税合同金额合计

为 20,097.08 万元，根据生产计划等安排预计于 2021 年度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的

项目金额为 18,594.33 万元；截至 2021 年 8 月末，北洋天青于 2021 年新签订项

目（包含已签订订单及已中标订单）不含税合同金额合计为 14,373.83 万元，根

据协议约定、生产及交付计划等安排预计于 2021 年度完成验收并确认收入的项

目金额为 11,078.76 万元。 

本次加期评估中北洋天青 2021 年收入预测金额为 29,673.09 万元，首次评估

中北洋天青 2021 年收入预测金额为 29,249.24 万元。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合计合同

金额大幅高于 2021 年收入预测金额，标的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预测具有合理性

和可实现性。 

北洋天青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家电行业自动化制造设备系统

集成领域的重要供应商。随着行业地位的日趋稳固，业务经营的日趋成熟，北洋

天青将在维护现有家电行业龙头客户的同时，积极拓展新行业新客户业务机会，

主营业务发展和营业收入将保持稳定增长。因此，其收入预测具有可实现性。 

3、北洋天青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标的公司在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按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原则确定的承

诺净利润分别为 2,750 万、3,800 万、4,100 万和 4,300 万。 

（1）北洋天青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根据北洋天青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20 年度，北洋天青按照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值为 2,858.77 万元，已完成 2020 年

度业绩承诺。 

（2）北洋天青 2021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进度良好 



根据北洋天青经审计的财务数据，2021 年 1-3 月，北洋天青按照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值为 1,407.31 万元，已完成 2021

年业绩预测的比例超过 37%。 

综上所述，北洋天青 2020 年业绩承诺已经完成，2021 年业绩承诺完成进度

良好，北洋天青未来的业绩预测具有可实现性。 

4、业绩对赌方附加业绩补偿金条款情况 

为进一步保证业绩承诺的实现，本次交易的业绩对赌方及黄晓峰、陶峰同意，

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任一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净利润”特指北洋天青相

关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中的较低

者）低于当年承诺利润数的，业绩对赌方除向上市公司支付当年应补偿金额（包

括应补偿股份和应补偿现金）外，还应另行向上市公司支付合计金额 2,000 万元

的附加业绩补偿金。 

上述约定进一步保证了标的公司业绩承诺的实现，有利于进一步保护上市公

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合计合同金额大幅高于 2021 年收入预测金额，

标的资产的业绩预测具有合理性。北洋天青 2020 年业绩承诺已经完成，2021 年

业绩承诺完成进度良好，北洋天青的业绩预测具有可实现性。为进一步保证标的

公司业绩预测的实现，本次交易的业绩对赌方已增加附加补偿金条款，有利于进

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已对并购重组委就本次

交易提出的审核意见认真进行了核查分析，上市公司已对导致前次未通过并购重

组委的事项进行了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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