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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建设新项目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况 

为满足未来战略发展需要、扩展业务规模，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纽泰格”）拟以全资子公司江苏迈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苏迈尔”）为实施主体投资建设“江苏迈尔年产 3,000万件汽车零部

件项目”,项目拟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金额不超过 43,500 万元（最终项目投资总额

以实际投资为准）。 

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以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建设

新项目的议案》。本事项还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尚未签署该项目的相关协议。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项目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迈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43388804208 

成立日期 2015年 5月 6日 

注册资本 1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长江东路 299号 

法定代表人 张义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金属制品、塑料制品、模具、橡胶制品、五金件、机

械设备制造、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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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不含金融、类金融等需审批项目）。纸和纸板容器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迈尔最近两年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2021年度 2020.12.31/2020年度 

资产总额 34,931.12 28,922.93 

负债总额 19,394.04 14,421.81 

净资产 15,537.07 14,501.12 

营业收入 28,205.83 23,197.95 

净利润 1,035.95 3,081.02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江苏迈尔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零部件项目 

（2）项目实施地点：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安澜北路西侧、沙荡路东侧、新

渡路南侧、长江东路北侧。 

（3）项目建设周期：项目建设期计划为 60个月，最终以实际建设情况为准。 

（4）建设内容：项目投资 43,500 万元，总占地面积 139亩，总建筑面积约

54,924.85 平方米，拟购置注塑机、吹塑机等相关加工设备。项目投产后，将新

增年加工 3,000 万件汽车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5）项目投资概算 

序号 项目名称 金额（万元） 占建设投资比例 

1 建设工程费用 9,741.85  22.40%  

2 设备购置及安装费 23,700.00 54.48% 

3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4,776.11  10.98% 

4 预备费 1,782.04  4.10% 

5 流动资金 3,500.00  8.05% 

* 总投资合计 43,500.00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6）项目预期经济效益 

经测算，本项目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计算结果为 22%，投

资回收期（所得税后）经计算为 6.21 年（含建设期 5 年），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2、项目实施必要性及可行性 

（1）项目实施必要性 

① 扩大生产能力、满足市场增长需求 

我国的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体系的确立和汽车

制造产业的转移，我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了种类齐全、配套完整的产业体

系，在产业规模、产品研发、结构调整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现已成为全球

汽车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自 2009 年至 2021 年，

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 13 年位居世界第一，汽车产量从 1,379.10 万辆增长到

2,608.20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达 5.45%；汽车销量从 1,364.48 万辆增长到 2,627.50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达 5.61%。虽然受宏观经济、新冠疫情、芯片紧缺等因素影

响，近年来汽车产销量存在波动，但长期来看仍有较大的潜能。我国千人汽车保

有量与同期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善、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增长，我国汽车市场未来仍有

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研发技术实力、产品品质与生产工艺水平均得到了

显著提升，并凭借成本优势和本土化服务优势在细分领域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竞争

优势。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扩大塑料零部件的生产规模，在技

术研发、产品生产、客户拓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增强公司生产能力以满足市

场增量需求。 

② 抢抓轻量化发展机遇，提升行业竞争地位 

汽车轻量化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发展的趋势。自 2015 年以来国内接连颁

布汽车轻量化产业规划政策与支持政策。其中《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掌握汽

车低碳化、轻量化材料等核心技术产业化，从关键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工业体系，

推进轻量化产业发展；《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指出应加快调整先进基础材料产

品结构，扩展高性能复合材料应用范围，支撑汽车轻量化发展。根据中国汽车工

程学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发布会中，指出汽车轻量化技术将成为汽车



行业未来重点发展目标之一。资料显示，汽车自身质量每减少 10%，油耗可降低

6%～8%。提升非金属材料占总车重的比例是汽车轻量化的主要途径，相关研究

显示，塑料及其复合材料可使汽车零部件质量降低约 40%。随着硬度、强度、拉

伸性能的不断提高，工程塑料在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应用正快速渗透，出现了约

100 多种塑料零部件。并且工程塑料的使用量已成为衡量汽车制造业水平高低的

一个重要标志，占汽车总重的比例不断提升。 

本项目建成后可进一步提升公司塑料零部件的产能规模，实现公司业务的进

一步拓展，同时巩固和发展公司在汽车轻量化零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促进公司

长期可持续发展。 

③ 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需要 

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具有典型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的行业的特点，生产经营

的规模效应较为明显。相对于国内外整车制造行业，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产值规

模虽大，但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规模经济效应尚未完全体现。 

公司作为专注于汽车零部件及其配套模具生产的制造型企业，具有较强的模

具开发能力，近年来凭借良好的市场口碑和产品质量获得市场和客户的广泛认

可。本次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公司塑料零部件的生产规模，充分发挥规模

经济效应，降低边际成本，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2）项目实施可行性 

① 行业前景广阔，为产能消化奠定基础 

汽车零部件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两类直接驱动因素，一方面，汽车企业对

汽车车型的更新换代及外观造型的持续改进，需持续不断推出新车型满足市场对

汽车消费的需求，带动汽车零部件市场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国内经济持续

发展，汽车产量销量的持续增长，直接驱动汽车制造行业增加新车型开发的数量，

推动汽车零部件需求的持续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自 2009 年至 2021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

13 年位居世界第一，汽车产量从 1,379.10 万辆增长到 2,608.20 万辆，年复合增

长率达 5.45%；汽车销量从 1,364.48 万辆增长到 2,627.50 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达

5.61%。虽然受宏观经济、新冠疫情、芯片紧缺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汽车产销量

存在波动，但长期来看仍有较大的潜能。近年来，受益于我国汽车整车市场快速



发展，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全球化零部件采购力度提升等多重利好，我国汽

车零部件行业得以迅速发展，不仅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持续加大投资、开展技术

升级，跨国零部件供应商也纷纷在国内建立合资或独资公司，从整体上带动了我

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快速发展。 

② 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资源 

汽车行业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标准和要求。一般情况下，

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进入整车厂商或一级零部件供应商的采购体系前须履行严

格的资格认证程序。因该过程往往需要花费较高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所以客户与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通常情况下较为稳定和紧密。同时，因合作过程中客户基于安

全、成本、质量等方面的考虑，所以合作关系达成后，客户一般不会轻易变换其

零部件供应商。 

公司依托在技术研发、质量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汽车塑料零部件领域

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已与巴斯夫、天纳克、万都、延锋彼欧等国内外知名的一

级汽车零部件厂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赢得其颁发的“优秀供应商”

的称号。稳定优质的客户为本次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市场保障。 

③ 公司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 

公司在汽车注塑件领域拥有近 10 年的生产经验，自 2010 年成立起即从事汽

车悬架系统塑料件业务，并基于自身在注塑业务的技术经验，于 2017 年开始涉

入汽车内外饰塑料件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在该业务领域形成了较为深厚

的技术积累。公司不仅拥有注塑件生产、模具开发领域的多项核心技术，熟悉产

品的加工工艺及生产管理，还对产业发展、客户需求有独特的理解，从而在项目

开发过程中能够更迅速、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和客户需求。 

3、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发改委项目备案文件，环评批复文件正在办理中。 

四、本项目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主要风险 

本项目收益测算等指标仅为预测数字，并不构成公司正式承诺。在本项目实

施过程中，如因宏观政策变化、市场环境变化、市场拓展未达目标等因素，则可

能出现项目实施顺延、变更、中止、项目效益不达预期等风险。同时，本项目实



施将新增公司的折旧及摊销等，短期内将可能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出现阶段性

下降的风险。 

（二）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对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

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公司塑料零部件的生产规模，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

低边际成本，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本投资项目建设周期为 60 个月，不会对公

司 2022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苏迈尔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新项目“江苏迈尔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零部件项目”。 

(二) 监事会意见 

2022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经审议，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苏迈尔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新项目“江苏迈尔年产 3,000 万件汽车零部件项目”。 

六、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1、《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纽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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