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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马达建设项目 36,277 30,000 

2 液压破碎锤建设项目 24,421 20,000 

3 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主泵建设项目 21,684 20,000 

合  计 82,382 70,000 

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相对于上述项目所需资金存在不足的部分本公司将

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

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若公司用自有资金投资于上述项目，则募集资金

到位后将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液压破碎

锤建设项目、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主泵建设项目和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马达建

设项目。募投项目对于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优化产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抓住行业高速增长机遇，进一步巩固公司破拆属具产品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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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下半年以来，受益于老旧设备换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环保

政策持续推进、工程机械行业核心液压件进口替代需求的增长等多因素叠加，

液压破碎锤及液压件市场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在上述背景下，公司作为国内

液压破拆属具及液压件的行业领先企业，将进一步扩充产能，调整产品结构，

实现公司产品结构全面升级，为后续发展积蓄力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于液压破碎锤、液压马达、液压主泵

等产品，项目实施完成后公司产能将得到有效提升，从而进一步满足下游行业

持续增长的需求，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巩固公司行业地位。 

（二）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资本实力，进一步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公司整体

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影响力，对公司的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

用。本次募投项目市场前景良好，能够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实现公司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后，公司的资本规模将进一步提升，将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扩大业务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市场变化的抗风险

能力。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一）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马达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利用现有已建成厂房 29,387 ㎡，购置数控机械加工设备、测试设备

等设备安装于厂房内，并完善相关公用配套设施，从事液压马达的研发和生

产。 

本项目总投资 36,277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30,656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6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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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的必要性 

液压马达作为液压传动系统的核心执行部件，技术含量高、制造工艺复

杂、精密度要求严格。 

近年来我国液压件行业需求稳步上升，据统计，我国液压件行业工业总产

值由 2006 年的 161 亿元增长至 2016 年的 510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9.57%。

预计到 2018 年度，工业总产值将达到 531 亿元。  

从市场销售额来看，我国液压行业市场销售规模从 2009 年的 383 亿元增长

至 2016 年的 58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11%。预计到到 2018 总销售规模将

达到 603 亿元。 

高端液压泵、阀、马达、油缸等核心元件生产工艺复杂、技术门槛和对企

业资金要求较高，我国液压产业起步较晚，国内外企业在液压元件技术积累与

制造经验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客观上造成了国内中高端液压元件长期以来依赖

对川崎重工、博世力士乐、派克汉尼汾等国际液压企业进口的局面。《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液压销售额年均增长不

低于 6%，到 2020 年达到 669 亿元，60%以上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将实现自主保

障。作为工程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国内高端液压件及系统产品有着广

阔的进口替代空间。 

近年来公司生产的液压马达产品已实现了批量生产，公司从主机后市场开

始推广，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和优良的性价比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产品逐步从

后市场开始向主机前装市场进行渗透。随着公司与各大主机厂商更进一步展开

合作，公司产能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效解决公司产

能不足的问题，为公司与各大主机厂商进一步合作提供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艾迪精密，公司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制造及管理团队，

拥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验，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

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液压件机加工、热处理、铸造、高压密封等核心生产技术，

具有实施项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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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拥有先进的产品生产线及检测设备，从

而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公司生产的多系列液压马达产品已经逐步与主机厂

商展开合作，产品性能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4、项目主要产品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工程机械用液压行走马达和回转马达，预计 2023 年达到

80,000 台/年的液压马达生产能力。 

5、项目投资收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实施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71,255 万

元，年新增净利润 11,445 万元。本项目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5.2%，经

济效益良好。 

（二）液压破碎锤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旨在利用现有已建成厂房 15,000 ㎡，购置数控机械加工设备、热处

理等设备，安装于厂房内，并完善相关公用配套设施，从事液压破碎锤的研发

和生产。 

本项目总投资 24,42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9,403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5,018

万元。 

2、项目的必要性 

液压破碎锤作为工程机械液压主机重要的装配属具，广泛应用于建筑、市

政工程、矿山开采、冶金、公路、铁路等领域。其中，液压破碎锤与挖掘机配

套作业最为普遍，挖掘机保有量越高，液压破碎锤的行业需求越大。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公布数据，2017 年度工程机械全行业实现营业

收入 5,400 亿元，同比增长 12.7%。伴随着行业的快速增长，我国挖掘机械市场

销量也逐步提升。进入 2017 年度以来，挖掘机销售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2017 年全年共销售挖掘机 14.03 万台，同比增速 100.1%，2018 年 1-9 月共销售

挖掘机 15.62 万台，同比增速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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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机销量的快速增长也提升了我国挖掘机的设备保有量，根据中国工程

机械协会相关数据，截止 2017 年底，中国工程机械主要产品保有量为 690-747

万台，其中液压挖掘机 155.7-168.6 万台。国内市场庞大的挖掘机保有量为公司

破碎锤产市场容量提供了广阔前景。 

公司生产的液压破碎锤产品从整机后市场起步，逐步与前端主机厂商展开

合作。作为国内液压破碎锤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下游工程机械行业的持续回

暖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在进一步加强与主机厂商合作的过程

当中，公司产能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基本处于满负荷状

态，产销率亦保持在 95%以上。尽管公司通过精益管理、优化生产流程等措

施，尽可能的扩大和挖掘公司产能，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不足的问题。

本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产能，为公司进一步开拓与各大主机厂商的业务合

作、保持业绩的高速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艾迪精密，公司掌握了液压破碎锤的全套生产

技术和工艺，拥有成熟的液压破碎锤研发、制造、经营的经验及稳定的供应链

资源。公司产品在液压破碎锤的前装及后装市场均获得了良好的口碑及稳定的

客户群体，上市以来，随着公司重型系列破碎锤产品的稳定性不断提升，企业

具备了进一步与各大液压主机厂商进行业务拓展合作的竞争能力。 

4、项目的产品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液压破碎锤，预计于 2021年开始投产，预计到 2023年形

成 20,000 台/年液压破碎锤生产能力。 

5、项目投资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实施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61,257 万

元，年新增净利润 7,552 万元，本项目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7.7%，经济

效益良好。 

（三）工程机械用高端液压主泵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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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将改造原有厂房空间，建成建筑面积 8,000 ㎡的综合车间。购置数控

机械加工设备、清洗、测试等设备，安装于厂房内，从事液压主泵的研发和生

产。 

本项目总投资 21,68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9,00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683

万元。 

2、项目的必要性 

液压传动是现代工业传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由五个部

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控制元件、执行元件、辅助元件和工作介质。液压泵产

品作为液压系统的核心动力部件，技术含量高、制造工艺复杂、精密度要求严

格。 

从市场销售额来看，我国液压行业市场销售规模从 2009 年的 383 亿元增长

至 2016 年的 58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11%。预计到 2018 年总销售规模将

达到 603 亿元。  

高端液压泵、阀、马达、油缸等核心元件生产工艺复杂、技术门槛和对企

业资金要求较高，我国液压产业起步较晚，国内外企业在液压元件技术积累与

制造经验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客观上造成了国内中高端液压元件长期以来依赖

对川崎重工、博世力士乐、派克汉尼汾等国际液压企业进口的局面。《液压气动

密封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液压销售额年均增长不

低于 6%，到 2020 年达到 669 亿元，60%以上高端液压元件及系统将实现自主保

障。作为工程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国内高端液压件及系统产品有着广

阔的进口替代空间。 

近年来公司生产的液压泵产品逐步实现了批量生产，公司从主机后市场开

始推广，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和优良的性价比逐步得到市场认可，产品逐步从

后市场开始向主机前装市场进行渗透。随着公司与各大主机厂商更进一步展开

合作，公司产能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将有效解决公司产

能不足的问题，为公司与各大主机厂商进一步合作提供保障。 

3、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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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艾迪精密，公司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制造及管理团队，

拥有先进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验，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

已经掌握了成熟的液压件机加工、热处理、铸造、高压密封等核心生产技术。

具有实施项目的能力。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拥有先进的产品生产线及检测设备，从

而保障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公司生产的多系列液压主泵产品已经逐步与主机厂

商展开合作，产品性能得到市场广泛认可。 

4、项目的产品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工程机械用液压主泵，预计 2023 年达到 50,000 台/年的液

压主泵生产能力。 

5、项目投资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 24 个月，项目实施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35,215 万

元，年新增净利润 5,411 万元。本项目预计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3.1%，经济

效益良好。 

 

综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具有可行性。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