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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

下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1 
年新增 50 万台电液泵项目（二

期 45 万台电液泵） 
30,662.73 30,000.00 

2 
年新增 100 万台汽车自动变速

箱油泵项目 
33,778.91 30,000.00 

合计 64,441.64 60,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

置换。若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公司将根据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轻重缓急，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

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

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年新增 50 万台电液泵项目（二期 45 万台电液泵）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电液泵是助力转向系统的重要零部件，助力转向系统的推广和普及将会有力

的促进中国汽车市场对于电液泵的需求。目前，国内品牌正在积极通过技术引进

和自主研发等方式提高汽车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研发水平，并已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在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的趋势下，国产电液泵行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德尔股份母公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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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提高产品产能，满足下游行业发展需求 

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发展较快，汽车产销量均保持高速增长。2014 年，

汽车行业持续增长，全国共生产汽车 2,372.29 万辆，销售汽车 2,349.19 万辆，

同比增长 7.26%和 6.87%。2015 年，全国共生产汽车 2,450.33 万辆，销售汽车

2,459.76 万辆，同比增长 3.25%和 4.68%；2016 年汽车行业实现快速增长，全

国共生产汽车 2,811.88 万辆，销售汽车 2,802.82 万辆，同比增长 14.76%和

13.95%，连续八年产销量世界第一。此外，随着各国对节能环保日益重视，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也迎来快速发展。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53.13%，

达到 50.70 万辆，是 2010 年的 71 倍，行业发展迅猛。下游汽车行业的发展拉

动了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需求高速增长，电液泵作为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

的主要零部件，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因此相关电液泵生产企业扩大产品产能势

在必行。 

公司电液泵产品目前已积累了厦门金龙、某国际知名汽车厂商、上海汽车商

用车有限公司等众多客户资源，其中，对厦门金龙、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

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及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等已实现小批量供货，而在

2017 年下半年将实现对国际知名汽车厂商的批量供货，上述批量供应的客户中，

采购量将逐步增长，其中，国际知名汽车厂商预计 2018 年采购量将近 300,000

台；另外，公司亦已成为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汽车有限公司、南充

吉利商用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汽车厂商的定点供应商，公司现有产能将无法满足

客户需求，近期扩大产能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紧迫性。 

本项目一期二期全部达产后，将新增年产 50 万台电液泵的产能，突破产能

瓶颈，能够满足汽车行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对电液泵产品的需求。 

（2）改良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 

电液泵产品通过将电机的转子部分与液压泵的缸体合二为一，进行高度融合

设计，品质优良的电液泵产品具有结构紧凑、体积小、质量轻、能量转化率高、

节能、噪声低等多项优点。因此下游汽车整车及助力转向系统企业对电液泵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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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要求极其严格，这也促使电液泵生产企业需要不断改良生产技术、提高产

品质量以保证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本项目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人员的招募力度，对电液泵生产技术进行改良和

跟踪验证，通过不断的改进和实践，以保证公司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国际标准，

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优化产品结构，增加营收水平 

近年来，德尔股份母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基本来自汽车转向助力泵的生产和

销售，主营业务突出，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主营业务收入从 2012 年的 5.36

亿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6.95 亿元，净利润从 2012 年的 11,962 万元增长到 2015

年的 13,395 万元，发展快速稳定。2016 年，公司主要产品汽车转向泵的收入占

比下降，仍高达 87.94%，因此存在市场单一的风险。 

本次项目建成并能达到预期收益后，公司将新增电液泵年生产量 50 万台、

营业收入 6.32 亿元，在巩固和提高公司营收能力的同时，能够给公司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并可丰富公司产品类型、优化公司产品结构，确立公司在国内汽车

助力转向系统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4）响应国家政策，促进行业发展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把新能源汽车产业列为“十二

五”期间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目标是到 2020 年把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成国

民经济先导产业。《规划》规定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

主要战略取向，因此未来随着国家对电动汽车（包括电动客车）产业的扶持，电

动客车所需关键零部件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市场前景将会提升。 

德尔股份是国内生产液压助力转向泵的龙头企业，具有生产电液泵产品的技

术优势，本项目的建成达产，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电液泵产品的产能，满足国内电

动客车对于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需求，符合国家重点推进纯电动汽车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业化、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研究试验基地建设，最终达到

促进我国汽车助力转向行业发展的目标。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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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符合国家节能环保政策 

传统液压助力转向系统中，转向油泵是由发动机驱动的，需要发动机持续转

动才能给油泵提供动力，液压助力转向系统才能工作。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则

改由电动机驱动，在无需助力转向的情况下，控制器可将电机调整到最低能耗的

转速，从而大大节省了发动机燃料的消耗，减少了 CO2 的排放。电子液压转向

系统与传统的液压助力系统相比，每百公里可节约燃油 0.3 升，与电动转向系统

（EPS）大体相当。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中的电液泵工作时产生的噪声低，可

以提供更优的驾驶体验。随着国家相关节能减排政策法规的颁布与实施，转向系

统的能耗问题也日益凸显，各个汽车厂家为了降低整车油耗，将更多地选择更为

节能环保的 EPS 和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产品。 

（2）项目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已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普及率进

一步提高，消费者越来越注重驾驶体验和行车安全性，汽车助力转向系统不仅能

够通过转弯时为驾驶者提供外力协助，并能够保证转弯时车辆行驶的稳定性，逐

渐成为各汽车厂商重点关注的汽车部件，电液泵作为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的核

心部件，其市场需求也在稳步增长。 

从需求结构来看，机械液压助力转向系统（HPS）是过去市场主流的转向系

统，需求量大约占总需求量的 50%左右。但随着电子液压助力转向系统（EHPS）

和电子助力转向系统（EPS）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其对油耗的控制，需求量处

于快速增长阶段，正不断替代 HPS 成为汽车转向系统市场的主流。尤其是随着

纯电力驱动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EHPS 的市场份额也将会随之增长。作为

EHPS 的重要部件之一的电液泵需求量将不断增长，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3）拥有技术优势 

公司具备强大的技术积累，拥有众多发明、实用新型等专利。公司目前拥有

优秀的产品研发团队两百余人，20 年以上专业经验十余人，有限元分析多人，

技术研发实力雄厚，其中电液泵核心部件控制器由公司北美研发中心研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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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公司通过不断引进先进的研发、生产和检测设备，

提高研发生产能力，保证了公司在行业内的研发生产优势。 

（4）质量控制优势 

在产品、工艺研发阶段，公司通过产品质量先期策划（APQP），识别产品

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通过有限元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和工艺特性，通

过 DOE 等质量工具进行验证和固化，消除产品在未来批量化生产中出现的质量

问题。 

公司在生产制造环节中广泛采用防错技术，通过在线检测进行关键、重要工

序的连续测量、监控和统计过程控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制造过程中存在的异常、

偏移和波动，保证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的满足设计规范和顾客的要求。 

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的质量改进体系和工作方法，通过标准化的质量改进体系，

将经过验证并行之有效的过程改进方法持续覆盖和运用于内部和供应商生产的

各个环节，使公司的生产制造系统始终保持在受控、稳定、高效的运行之中。 

公司对售出产品进行完善的质量跟踪和服务，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数

据的搜集、统计和失效再现试验，挖掘问题的起因，产生的机理，发现控制中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再通过反复的设计优化、过程改进和试验验证，最终获得解决

问题的方法并加以标准化和固化。 

（5）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专业的管理团队 

1）组织管理体制完善 

公司实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岗位

责任制，包括研发、生产、质量、销售等各方面，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完善了

从原料到成品管理细则等制度，在全过程中贯彻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

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和各种激励方法，确保企业目标明确，组织中的所有成员合

理地组织和高效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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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组织管理的同时，企业强化员工培训和文化建设，提高员工技能及素

质，为职工提供宽松和开放的工作生活环境；通过技术改造，鼓励研发，积极推

进工艺改良与创新，充分调动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员工技能水平。 

2）管理团队专业且稳定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多为创业团队成员，专业能力强，拥有丰富的汽车零部件

行业及企业管理经验。公司已建立起一支懂技术、能管理、熟悉市场的中高层管

理队伍。管理人员之间分工明确，对公司未来发展拥有共同理念，并形成了团结、

高效、务实的经营管理风格。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公司核心管理团队注重质量控

制和成本管理，确保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开拓市场，有效提升了公司的市场

知名度。 

公司通过不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努力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积极营建

员工、企业和社会利益共同体，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高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

制，吸引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管理人员。这些对公司成功运作本项目提供了不可

或缺的基础和强有力的保障。 

（6）优质的客户资源，稳定的销售渠道 

公司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培养和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市场开拓和销售

团队，现在公司已经建立了多个稳定的销售渠道，为公司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保障。 

公司电液泵产品亦已积累了某国际知名汽车厂商、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汽车有限公司、南充吉利商用车研究院有限公

司等众多客户资源，为公司电液泵产品的销售提供了保障。 

4、项目投资概算 

“年新增 50 万台电液泵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37,244.24 万元，其中建设投

资 30,320.00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6,924.24 万元。建设投资 30,320.00 万元中，

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27,805.47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70.72 万元，预

备费用 1,443.81 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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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分为两期投资，其中一期 5 万台电液泵项目建设投资共计 6,581.51 万

元，二期 45 万台电液泵项目建设投资共计 23,738.49 万元。上述两期投资中，

“二期 45 万台电液泵项目”即为本次募投项目。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税前内部收益率 23.73%、税后为 20.31%，对应税

前投资回收期为 5.63 年（含建设期）、税后为 6.16 年（含建设期），项目运营

期内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63,250.00 万元、净利润 7,560.43 万元。 

（二）年新增 100 万台汽车自动变速箱油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介绍 

变速箱油泵是自动变速箱系统的重要零部件，中国汽车行业自动变速箱的推

广和使用将会有力的促进中国汽车市场对于变速箱油泵的需求。目前，国内品牌

正在积极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等方式提高汽车自动变速箱的研发技术水平，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国外先进厂家为了进驻中国汽车市场，采取独资设

厂和合资建厂等方式在中国建设自动变速箱系统及其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线，这将

推动中国汽车自动变速箱及其关键零部件行业的发展，也将促进中国的变速箱油

泵产业的发展。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德尔股份母公司实施。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政策，促进行业发展 

作为汽车传动系统的关键部件，我国自动变速箱迟迟无法突破自主技术局限，

已经严重制约我国汽车工业由大变强的步伐。我国政府多次发布相关政策，鼓励

企业自主研发自动变速箱的关键零部件，推动自动变速箱的产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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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汽车转向助力泵领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生产技术和经验，通过优化设

计产品形状、调整加工步骤、采用进口的高精度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等措施，公

司在转子槽磨、定子仿磨、叶片数控精磨边等关键零部件精密加工方面的技术水

平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变速箱油泵和汽车转向助力泵同属汽车液压油泵，在

产品工作原理和结构方面存在着较多的相同性和类似性，公司已生产出符合市场

需求和客户要求的变速箱油泵。 

本项目旨在提高我国变速箱油泵产品数量和质量，响应国家政策，最终达到

促进汽车自动变速箱行业发展的目的。 

（2）引进先进设备，提高产品质量 

传统工艺与设备难以适应现代企业高效率、低成本、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等

需求。设备陈旧不仅会阻碍公司发展的步伐，而且会加重工作人员的额外负担。

公司拟通过募投项目的实施，引进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不断提高变速箱油泵

的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例如，自动变速箱油泵的关键技术之一是总成的清洁度

控制，公司先进的高压清洗机可有效去除毛刺飞边，保证加工精度；数控定子曲

线磨床能有效保证定子曲面的精度，加工出的定子曲面轮廓度可达到 0.04mm，

完美实现了设计要求。 

本项目引进先进设备，使变速箱油泵产品的质量性能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

国内外汽车市场提供优质的变速箱油泵，进一步推进我国汽车自动变速箱系统及

其关键零部件生产的自主化进程。 

（3）扩大生产规模，突破产能瓶颈 

随着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及消费者需求水平的提高，作为汽车自动变速箱系

统的核心零部件，变速箱油泵行业迎来快速发展。而我国汽车自动变速箱系统及

其关键零部件行业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目前变速箱油泵的产能远远不能满足日益

增长的市场需求。 

目前，公司在变速箱油泵产品的研发、生产等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

公司变速箱油泵产品的生产规模还不能满足未来汽车及变速箱总成制造等相关

行业大规模发展的需要。公司需要加大变速箱油泵高效生产线建设的投资，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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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生产高性价比的变速箱油泵，使公司的变速箱油泵产品能快速进入大规模产业

化生产阶段，突破产能瓶颈，迅速占领变速箱油泵市场，实现公司的发展战略。 

公司变速箱油泵产品目前已积累了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山东盛瑞传动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等众多客户资源，其中，已

实现批量供应的客户如下： 

客户名称 对应车型 
配套变速箱型

号 

上海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 荣威 550、RX5、名爵、宝骏 730、众泰 T600、Z700 等 DCT360 

山东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北汽银翔、力帆等 8AT 

湖南吉盛国际动力传动系统

有限公司 
博越、博瑞、力帆等 6AT 

另外，公司亦已成为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

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吉利变速器有限公司、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等变速箱厂商的定点供应商，公司现有产能将无法满足客户需求，急需于近期快

速扩大产能。 

本项目拟通过建设多条生产线，装配自动化程度高的生产设备，达到快速设

计和生产变速箱油泵的目的。项目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变速箱油泵产能 100 万

台/年，能满足公司客户对于变速箱油泵的大量需求，达到突破产能瓶颈的目的。 

（4）优化产品结构，增加营业收入 

本项目建成达产后，公司将新增变速箱油泵年生产量 100 万台、营业收入

2.6 亿元，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有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提升市

场占有率，确立公司在国内汽车变速箱系统零部件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 

3、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市场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汽车普及率的提高，汽车的市场容量在不断扩大，而

且随着人们对于驾驶舒适性要求的不断提高，自动变速箱在汽车传动系统中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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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越来越广，变速箱油泵作为汽车自动变速箱中的核心部件，其市场需求也随之

稳步增长。 

随着我国自主品牌自动变速箱产能的增加及国外品牌在我国加快建设和扩

展自动变速箱生产线，国内对变速箱油泵的需求将快速增长。目前，德尔股份的

主要客户为国内汽车整车厂商和发动机厂商。随着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汽车零

部件国产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汽车整车厂商将会优先采购国内企业生产的变速箱

油泵产品。 

2016 年，公司自动变速箱油泵已形成批量供货，本项目的建设将继续满足

国内汽车整车厂客户的需要。市场需求的显现和持续快速增长是本项目建设的重

要可行性条件。 

（2）技术研发优势 

变速箱油泵和转向助力泵同属于液压油泵，两者在工作原理和结构方面有着

较多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借助公司多年来在转向助力泵产品上的研发人员和管理、

软件、专利和非专利技术、生产工艺和设备等方面的优势，公司已研发出了高性

能、高可靠性的变速箱油泵，并在 2016 的形成批量供货，这些为公司从事变速

箱油泵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十分厚实的技术积累和生产经验。目前，公司能够生

产外啮合齿轮式、内啮合转子式、叶片式及滚子叶片式等全系列变速箱油泵，可

广泛应用于 DCT、AT、CVT 及 AMT 等多种变速箱。 

（3）质量控制优势 

在产品、工艺研发阶段，公司通过产品质量先期策划（APQP），识别产品

设计和制造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并通过有限元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和工艺特性，通

过 DOE 等质量工具进行验证和固化，消除产品在未来的批量化生产中出现的质

量问题。 

公司在生产制造环节中广泛采用防错技术，通过在线检测进行关键、重要工

序的连续测量、监控和统计过程控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制造过程中存在的异常、

偏移和波动，保证产品质量持续、稳定的满足设计规范和顾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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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标准化的质量改进体系和工作方法，通过标准化的质量改进体系，

将经过验证并行之有效的过程改进方法持续覆盖和运用于内部和供应商生产的

各个环节，使公司的生产制造系统始终保持在受控的、稳定的、高效的运行之中。 

公司对售出产品进行完善的质量跟踪和服务，通过有效的信息传递系统，数

据的搜集、统计和失效再现试验，挖掘问题的起因，产生的机理，发现控制中存

在的缺陷和不足，再通过反复的设计优化、过程改进和试验验证，最终获得解决

问题的方法并加以标准化和固化。 

（4）团队优势 

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且稳定的管理、技术及营销团队。同时，公司也非常

注重各类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任用，注重维持团队合理的年龄梯度。通过建立针

对不同岗位的完善、成熟的培训体系，并在各产品线内部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业

产品及技术知识的培训，确保公司整体研发能力处于较高水平。 

公司针对积极主动提高产品质量、工艺水平、服务质量、在节约资材和能源

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的员工实施奖励，激发年青骨干的创新活力。制定了适宜的福

利待遇政策和专业性的职业生涯规划，充分调动年青人的积极性，为未来产品研

发、产能扩张、市场开拓储备了人力资源，也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资源支

撑。 

为加大团队优势，公司一方面通过各部门相互间的沟通和理解，强化团队协

作意识，促进合作和相互服务意识，努力打造稳定、高效的协作团队；另一方面

通过倡导团队内的分享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氛围，力求通过部门文化建设

不断增强部门内部各成员的凝聚力及主人翁精神。 

（5）良好的销售渠道，优质的客户资源 

公司经过数年的快速发展，现已开拓和建立了多个稳定的销售渠道，为公司

产品的销售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目前公司在全国布局六大区域，每个区域有一名

区域经理。公司在每个重大客户所在地安置一个办事处，全权负责公司与客户之

间的业务洽谈、售后服务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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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较强的研发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公司产品质量和性能处于行业领先地

位。近年来陆续通过国内外客户的产品认证程序，与整车厂商和发动机厂商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配套关系；公司变速箱油泵产品目前亦已积累了上海汽车

变速器有限公司、山东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江麓容大车辆传动股份有限

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吉利变速器有限公司、科力远

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等众多客户资源。 

4、项目投资概算 

“年新增 100 万台汽车自动变速箱油泵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33,778.91 万

元，其中建设投资 26,388.23 万元，流动资金 7,390.68 万元。建设投资 26,388.23

万元中，工程费用（设备购置费）23,082.29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07.00

万元，预备费用 2,398.93 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 

5、项目经济效益 

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税前内部收益率 26.99%、税后为 23.41%，对应税

前投资回收期为 5.27 年（含建设期）、税后为 5.68（含建设期），项目运营期

内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26,000.00 万元、净利润 6,628.07 万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报批事项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阜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

阜新市环境保护局科技开发区分局对本次募投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出具了审

批意见。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证明 环保审批意见 

1 年新增 50 万台电液泵项目 阜高新开发备[2017]14 号 阜环开审表[2017]005 号 

2 年新增 100 万台汽车自动变速箱油泵项目 阜高新开发备[2017]15 号 阜环开审表[2017]004 号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办理完毕相关备案和审批手续。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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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

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公司提升

综合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对公司开拓新的业务板块、丰富公司业务结构及

产品品种、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

总负债规模均有所增长。随着未来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实现转股，公司的

资产负债率将逐步降低。本次发行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

重要战略措施。通过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为

公司和投资者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效益。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务规模，增强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