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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8          证券简称：*ST威尔        公告编号：2021-048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股东质询建议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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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投服中心”）的《股东质询建议函》（投服中心行权函〔2021〕214

号）（以下简称“建议函”），对公司拟收购紫燕机械51%股权事项行使股东质

询建议权。公司收到建议函后高度重视，组织人员就建议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认真讨论和分析，现就问题进行以下说明和回复：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说明中出现的简称均与《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问题一、建议公司说明标的公司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的原因 

重组草案披露，标的公司专业从事汽车检具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

要汽车检具产品分为整车类检具和零部件检具，其主要下游客户包括汽车整车主

机厂、汽车零部件厂商等。2019年至2021年1-7月，标的公司整车类检具的产量

分别为19套、10套、2套，产能利用率分别为95%、50%及17.14%，均呈持续大

福下滑态势，其中2020年产能利用率较2019年下降45%、2021年1-7月较2019年

下降77.86%。公司未在重组草案中说明标的公司产量、产能利用率大福下滑的原

因。依据同属于汽车检具行业的可比企业天汽模（002510）2020年度报告，天汽

模维持较高产能利用率，其中轿车整车配套产品的产量增长11.07%、SUV整车配

套产品的产量下降21.73%。请公司结合标的公司整车类检具所适用的车型分别说

明标的公司整车类检具产量、产能利用率持续大福下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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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紫燕机械综合产能利用率整体较为稳定 

报告期内，紫燕机械一直专业从事汽车检具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汽

车检具是汽车制造过程中控制整车和零部件尺寸质量的重要装置，是尺寸工程保

证几何精度的主要手段，包括整车和几乎所有的机械结构零部件在生产过程中都

需要整车类检具提供定位支撑，位置精度测量和型面匹配评价，以确保其符合设

计的精度与功能要求。 

重组草案中将紫燕机械生产的汽车检具分类为整车类检具和零部件检具，并

按照汽车行业质量控制、加工精度等综合情况，将产能量化折算为成品检具，即

每年生产能力为20套整车类检具、1,000套零部件检具。 

从生产流程上来看，整车类检具和零部件检具在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中

所需要外部条件基本一致，且在各环节中的具体的专业操作人员相同，紫燕机械

通常基于订单需求、产品类别和复杂程度、交货排期等因素灵活安排各环节的操

作人员进行柔性化生产，在整车检具和零部件检具的生产过程中进行产能协调转

化，在有限整体工时情况下，获取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为更好的反映紫燕机械整

体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将成品检具的产能、产量等转换为工时单位，则报告期内，

紫燕机械综合产能利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1 年 1-7 月 2020 年 2019 年 

产量 实际工时 产量 实际工时 产量 实际工时 

整车类检具 2 2,629 10 4,202 19 9,638 

零部件检具 523 19,780 818 39,459 822 26,069 

实际工时合计 - 22,409 - 43,661 - 35,707 

设计工时 - 26,800 - 46,000 - 46,000 

综合产能利用率 - 83.62% - 94.92% - 77.62% 

由上表可见，根据客户需求、市场情况不同，紫燕机械报告期各期在整车类

检具和零部件检具投入的工时有所不同，但是紫燕机械综合产能利用率保持在75%

以上，整体较高且较为稳定。 

2020年，紫燕机械综合产能利用率高于其他年度，主要系该年部分历史合作

关系良好的客户因内部原因提高了对检具的技术标准，为了维护长期合作关系，

紫燕机械增加人力、物力等投入对相关检具产品进行改进和完善，造成实际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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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较高所致。 

二、紫燕机械检具产量与车型不存在关联 

根据国家标准《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GB/T3730.1-2001），我

国对9座以下，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或临时物品的汽车定义为乘用车。

乘用车下属普通乘用车、活顶乘用车、高级乘用车等11个子分类。该国家标准定

义轿车是其中6个子分类的俗称。SUV为近年来汽车生产企业为了消费者载物及

无铺装路面的行驶需求在轿车基础上衍生开发而来的乘用车产品，不属于标准分

类范畴。 

紫燕模具整车类检具产品主要适用于乘用车生产制造，由于乘用车不同车型

之间车体尺寸、功能结构差异较小，因此不同的乘用车整车类检具属于同类产品。

其生产成本、工作量、生产难度差异与车型差异无关联，因此紫燕机械整车类检

具产量与车型也不存在关联。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紫燕机械综合产能利用率较为稳定，整车类检具产量

与车型不存在关联。 

 

三、天汽模产能利用率、产量等数据的披露口径与紫燕机械存在差异 

（一）天汽模与紫燕机械的主营业务和检具产品类别存在差异 

自成立以来,天汽模一直从事汽车车身覆盖件模具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设

计、生产与销售等业务。目前已逐步发展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汽车覆盖件模具

企业。根据天汽模披露的公开信息，汽车模具是其核心产品，以模具产品为基础，

业务范围逐步延伸到冲压件产品、检具夹具产品、修理等领域，进而能够为客户

提供综合性的服务和产品。 

根天汽模2020年年度报告，在其所有的产品中，模具及其冲压件产品的占比

接近90%，是其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检具夹具、修理等零活和军工产品

为其衍生或配套业务，各类占比均不超过5%。2019年和2020年，天汽模的营业收

入按产品分类的明细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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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2020年 2019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模具 558,655,170.78 41.51% 1,345,464,744.60 67.83% -58.48% 

冲压件 645,249,917.60 47.94% 671,644,117.02 25.23% -3.93% 

检具夹具 43,405,907.11 3.23% 38,967,703.76 2.37% 11.39% 

修理等零活 51,749,675.60 3.85% 23,794,623.14 1.15% 117.48% 

军工产品 10,651,257.50 0.79% 27,657,934.50 2.39% -61.49% 

其他 36,140,092.37 2.69% 61,184,181.21 1.03% -40.93% 

合计 1,345,852,020.96 100.00% 2,168,713,304.23 100.00% -37.94% 

由上表可知，天汽模2020年的检具与夹具合计收入仅为4,340.59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3.23%，2019年的检具夹具占比合计收入为2,765.79万元，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2.39%，均远低于汽车模具及由汽车模具衍生的冲压件业务收入

占比。 

从天汽模自身业务定位上来看，其生产的检具主要应用于自身所生产的冲压

件，即作为“方便检查批量生产的冲压件尺寸和型面精度而设计制作的专用检查

工具”。 

而紫燕机械的产品类型聚焦为汽车检具产品，所生产的检具产品包括整车类

检具和零部件检具两大类，不仅可以应用于冲压件，还可以应用于锻件、内外饰

等各种零部件的尺寸和型面精度检查。整车类检具是依据三维数模按1：1的比例

设计加工而成的整车检验匹配工具，用于对整车的整体尺寸、零部件构成进行检

测。 

紫燕机械并不生产相关零部件配套产品，紫燕机械整体的营业范围、检具类

别与天汽模的营业范围、检具类比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业务不完全可比。 

（二）天汽模与紫燕机械的数据披露口径不同 

因为天汽模的产品以汽车模具和冲压件为主，因此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6号——上市公司从事汽车制造相关业务》的相关披露指引

要求，披露了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数据，但其针对的零部件类别为冲压件。与检

具产品的定制化特性不同，冲压件为标准品，某个型号的冲压件具体用量与下游

配套车型（如轿车、SUV）的产销量密切相关，造成了与紫燕机械产量披露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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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的差异。此外，经查询天汽模披露的公开信息，其并未对具体产能利用率

情况进行披露。天汽模在2020年年报中提到“公司在手模具订单金额约23亿元，

该部分订单预计在未来1-2年内实现交付，充足的订单储备将有利于保证公司未

来的持续经营，能够保证公司维持较高的产能利用率”。 

 

问题二、建议公司说明标的公司2020年零部件检具产品销量及整体营业收

入逆势增长的原因 

重组草案披露，2019年至2021年1-7月零部件检具的销量分别为558副、925

副以及716副，其中2020年零部件检具的销量较2019年增长65.77%。此外，公司

披露标的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较2019年增长26.04%。然而，同属于汽车检具行业

的可比企业天汽模2020年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37.94%，富瑞德（835591）同比下

降60.37%，宁武科技（837040）同比下降4.84%，三家可比企业均呈现营业收入

下滑态势。其中，富瑞德在2020年报中披露2020年受疫情影响，汽车行业整体下

滑，由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发动机项目业务需求日趋减少导致其缸体缸盖、气电

检具、曲轴凸轮轴检具类等非标产品收入下滑69.8%，整体销售收入下降60.37%；

天汽模2020年报也提及受疫情影响，德国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出现大面积停工停

产，新车开发速度放缓，欧洲整车开发减少等原因导致模具市场需求下滑，汽车

模具行业受到一定的冲击。请公司补充说明在同行业可比企业整体业绩下滑的背

景下，标的公司2020年零部件检具销量、2020年整体营业收入实现逆势增长的主

要因素是什么，该种因素是否足以支撑标的公司未来年度维持逆势增长的态势。 

回复： 

一、2020年紫燕机械收入增长的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 

从行业角度来看，汽车检具的需求量主要取决于汽车新车型开发及改型换代

等周期变化，下游整车市场的供求关系在短时间内不会立即对紫燕机械的业务造

成直接不利影响。受2018-2019年国内外汽车产销量下滑、汽车行业景气度整体

呈低迷态势的影响，并且2020年度受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下游汽车行业的影响，

紫燕机械在2019年、2020年新签署的订单数量有所下降，但由于行业以终验法确

认收入的特点，紫燕机械在2020年确认了以前年度订单导致收入相较于2019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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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与天汽模、宁武科技的检具收入增长趋势保持一致。未来，

随着全球汽车工业从疫情中逐步恢复、乘用车车型更新换代速度日益加快以及新

能源汽车异军突起，预计未来汽车检具市场的发展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从企业角度来看，1）紫燕机械具备良好的技术储备。紫燕机械的全资子公

司紫燕模具是国内专业从事汽车检具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技术方面已获得专利63项，并获得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经济委员

会认定的“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2）紫燕机械多年来在汽车检具领域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口碑和品牌形象，获得客户的认可。二十年来，紫燕机械一直

是国内检具行业的标杆企业，以丰富的技术经验，优秀的产品品质，良好的服务

和卓有成效的管理在行业尤其是客户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主要客户包括上汽通

用、上汽大众、一汽股份、吉利汽车、特斯拉、蔚来汽车、威马汽车等国内主要

整车厂以及延锋、彼欧、均胜等国内外汽车零部件生产商。3）紫燕机械的检具

产品能够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紫燕机械的产品包括了整车检具和零部件检具，

可充分满足下游造车企业车型换代或车型改款的需求。同时紫燕机械的产品不仅

适用于传统汽车厂商，同时也适用于新能源的客户。截至目前，特斯拉、威马汽

车、蔚来汽车、哪吒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客户均成为紫燕机械的客户，紫

燕机械已经承接多款新能源车型检具的设计、制造项目。未来随着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良好发展，有助于推动紫燕机械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紫燕机械在技术、客户、产品质量和应用等方面的多年积累和相对优

势，推动了紫燕机械2020年的收入稳步增长，同时对比天汽模、宁武科技公司检

具产品在2020年的收入的变化趋势，也与紫燕机械的收入增长趋势基本一致，不

存在明显的差异。 

紫燕机械在汽车检具行业的品牌和口碑、多年来积累的核心技术经验、覆盖

整车厂和零部件厂商的客户资源，均为紫燕机械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二、同行业可比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下滑情况 

（一）天汽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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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回复“问题一/一、天汽模产能利用率、产量的披露口径与紫燕机械

存在差异/（一）天汽模与紫燕机械的主营业务和检具产品类别存在差异”披露

的相关内容，天汽模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汽车检具和冲压件，其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主要系模具和冲压件产品收入同比下降58.48%、3.93%所致。 

与模具和冲压件产品的下降趋势不同，天汽模2020年检具夹具产品较2019

年实现了小幅增长，其收入规模由2019年3,896.77万元增长至4,340.59万元，增幅

为11.39%。 

根据天汽模2020年年度报告，其2020年汽车模具和冲压件收入下降的主要原

因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天汽模国内客户和海外客户因疫情影响出

现暂时性停产停工，在产项目生产进度和母线调试工作无法按期进行，部分在手

订单执行进度不及预期，从而导致模具业务当期销售规模明显下降。 

其中，新冠疫情对天汽模海外客户订单的影响较为突出，使得部分海外项目

周期明显延后，天汽模欧洲业务订单大幅下滑，亏损进一步扩大，运营资金周转

困难，天汽模相关子公司已于2020年12月21日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天汽模2020

年海外业务收入同比下滑51.95%。 

（二）富瑞德 

富瑞德为一家设计、制造、销售专用检具、量仪、自动测量机、测量仪器的

新三板挂牌公司。其主要产品集中于汽车发动机的下游应用，如缸体缸盖、气电

检具、曲轴凸轮轴检具等，根据2020年年报披露的年营业收入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注：非标产品系变速箱、缸体缸盖、气电、曲轴凸轮等检具 

2020年，富瑞德前五大客户为汽车动力系统公司或其配套供应商，此外还有

摩托车整车制造企业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客户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占比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非标产品 16,380,041.57 -69.80% 

测量机 6,924,253.09 -5.34% 

影像仪 1,396,396.91 140.65% 

合计 24,700,691.57 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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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交运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 2,439,471.33 9.87% 

2 江苏双环齿轮有限公司 1,757,285.62 7.11% 

3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1,693,628.32 6.85% 

4 常州豪爵铃木摩托车有限公司 1,670,796.46 6.76% 

5 陕西汉德车桥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1,523,604.97 6.17% 

合计 9,084,786.70 36.76% 

2019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品牌逐渐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一股新兴力量，特斯

拉、蔚来、小鹏等新品牌发展迅速；一汽、广汽、东风、五菱等传统车企也在这

一领域推陈出新。根据富瑞德2020年年度报告，其2020年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

因系：由于新能源汽车的大力推广，2020年富瑞德发动机项目的业务需求日趋减

少，导致缸体缸盖、气电检具、曲轴凸轮轴检具类等非标产品收入都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滑，导致2020年整体营业收入比上年下降60.37%。 

（三）宁武科技 

宁武科技是一家致力于自动化设备和汽车检具开发、设计、制造以及提供相

关设计服务的现代高新技术企业，其主要产品有汽车钣金件检具、汽车内外饰件

检具、汽车整车内外饰件匹配检具、焊接机器人工作站以及汽车内外饰件工装设

备等。2020年宁武科技营业收入分类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类别/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检具 47,533,319.46 0.41% 

夹具 4,905,654.84 1.25% 

设备 4,134,803.04 2.97% 

技术服务 5,755,170.58 -35.10% 

厂房租赁 108,990.84 -8.26% 

设备租赁 199,733.08 -68.66% 

合计 62,637,671.84 -4.84% 

根据宁武科技2020年年度报告，其2020年营业收入较2019年略有下降，主要

原因系受到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单从检具业务来看，其保持稳中有升的

态势，同比上升0.41%。 

综上所述，天汽模、富瑞德和宁武科技的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各自核心产品

受疫情影响较大，但考虑到前述公司的主要产品与紫燕机械存在一定差异，因此

整体并不具有可比性，不属于行业的共性问题。若单独看天汽模、宁武科技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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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相关业务，其均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变动趋势，与紫燕机械的收入增长趋势相一

致，具备合理性。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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