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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共达电声”）为贯彻落实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抓住行业发展机遇，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巩固和提

升竞争优势，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50,000 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 智能汽车模组升级和扩产项目 15,000 15,000 

2 MEMS 传感器及模组升级和扩建项目 18,500 18,500 

3 高端扬声器及模组升级项目 6,500 5,5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1,000 11,000 

合计 51,000 50,000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

将根据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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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募集

资金置换前期投入资金。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

目进度、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对相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顺序和具体金额

进行适当调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微型电声元器件升级和扩产项目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带动微型电声电子元器件市场需求 

受益于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MEMS 行业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根据

Yole 的数据，2021 年全球 MEMS 行业市场规模为 135 亿美元，预计 2027 年市

场规模将达到 220 亿美元，2021-2027 年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为 8.48%，呈现逐



 

2 

年稳步上升的态势。目前，公司 MEMS 声学传感器等微型电声元器件广泛应用

于消费电子、智能穿戴、汽车电子、物联网等领域。随着人工智能和 5G 等新兴

技术的快速发展，MEMS 新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需求将不断提高。 

①智能汽车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带动汽车电子及车载声学

市场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及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逐

渐提高，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354.49 万辆，同

比增长 159.48%，迎来了快速成长期。2022 年 1-9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量

达 471.7 万辆，同比增长 117.77%，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趋势。汽车电子是汽车的

重要组成部分，受汽车电子化、电动化和智能化趋势所驱动。汽车电子占汽车总

成本的比重日益加大，尤其中高端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中汽车电子附加值更高。根

据 Yole 统计数据，2018-2026 年全球汽车电子领域 MEMS 声学传感器出货量从

0.37 亿颗增长至 1.85 亿颗，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2.42%，呈现快速上升的态势。 

2020 年 2 月，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门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

要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进车载高精度传感器、车规级芯片、智能操作系统、

车载智能终端、智能计算平台等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建设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产

业集群。根据 HIS Markit 预测，到 2025 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将接近 2,000 万辆，

市场渗透率超过 75%以上，高于全球市场的装配率水平。声学系统是智能汽车重

要的输出终端之一，随着智能汽车产量的逐步提高，汽车中的智能操作系统也随

之升级，语音交互将更加丰富。根据德勤发布的《未来的语音世界—中国智能语

音市场分析》，在疫情的催化下，各行业智能化应用迎来需求拐点进入需求爆发

期。预计 2030 年智能语音市场消费级应用场景总的发展空间将超过 700 亿元，

其中，车载语音系统发展空间约 126 亿元。 

②新冠疫情及宏观经济下行影响逐步消化，消费电子市场展现回暖迹象 

从 MEMS 产品应用领域来看，消费电子是全球MEMS 行业最大的应用领域，

2021 年市场规模占比为 55.56%。MEMS 产品广泛应用在智能手机、智能无线耳

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根据 Yole 的数据，2021-2027 年消费电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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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MEMS 产品市场规模从 75 亿美元增长至 123 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59%，呈现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 

智能手机是 MEMS 声学传感器重要的应用领域。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经过多年发展，智能手机出货量从 2011 年的 5.21 亿部增长到 2017 年的

15.66 亿部，复合增长率达到 20.13%。随着行业发展日趋成熟以及受全球新冠爆

发和蔓延的影响，2018 年-2020 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出现一定程度下滑。2021

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逐渐回暖，出货量达到 13.91 亿部，同比增长 4.51%。 

智能可穿戴设备主要包括智能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及 VR/AR 等，

是 MEMS 声学传感器重要的应用领域，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2021 年度全球智能无线耳机出货量达到 3.10

亿副，较 2020 年增长 33%。2021 年全球智能手表出货量为 1.28 亿块，同比增长

28.31%。根据 Strategy Analytics 预测，2022 年全球智能手表销量同比增长 17%，

2021-2027 年全球智能手表销量年复合增长率为 10%。 

③物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带动智能家居等下游市场快速发展 

随着物联网市场规模的持续稳步增长，物联网终端数量也将提升，应用场景

覆盖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和工业物联网等各个领域。智能家居是以家

庭居住场景为对象，融合物联网、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将家电控制、

环境监控、影音娱乐、信息管理等功能进行有机结合，提供更加智能、安全、便

捷、舒适的家居环境。根据 Statista 数据，2017-2021 年全球智能家居市场规模逐

年提高，2021 年达到 1,044.2 亿美元，同比增加 32.56%。从各细分市场供给格局

来看，全球智能家居设备中视频娱乐智能家居设备的市场份额达到 35%，出货量

达 3.11 亿台。受益于全球智能家居市场的快速增长和远场拾音的要求，智能家

居领域的 MEMS 声学传感器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2）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加速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切实提高公司竞争实力 

公司深耕声学领域二十余年，专注于先进声学传感器等芯片设计、封装、测

试，微型电声元器件及电声组件的制造业务。受益于众多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发

展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公司所在行业在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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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随着下游产品应用领域不断拓展，产品更新换代周期不断缩短，公司面临着

与楼氏、歌尔微、敏芯股份等全球领先厂商的激烈竞争。 

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缓解激烈市场竞争带来的冲击，公司前瞻性的制定了

未来发展战略，在已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加大在 MEMS 传感器、

车载产品及高端微型扬声器等方面的投入，不断优化调整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

实现产品的转型升级，保持和巩固公司的行业优势和地位。 

未来，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升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有效降低产品生产成

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及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产品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提升企

业的利润空间，切实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助力公司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声技术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综上，本项目建设是市场发展的需要，也是公司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的要求，项目建设具有必要性。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半导体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国民经济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性、

基础性、先导性产业。电子元器件是支撑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也是保障产

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关键。为推动行业快速发展，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

争力，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大力支持和促进行业发展。 

2019 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传感器

等新型电子元器件制造，传感器和车载芯片等智能汽车关键零部件及技术，以及

系统级封装（SIP）、倒装封装（FC）、晶圆级封装（WLP）、传感器封装（MEMS）

等先进封装与测试等产业列为鼓励类发展领域。 

2021 年 2 月，工信部发布《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指出将重点发展小型化、低功耗、集成化、高灵敏度的敏感元件，温度、

气体、位移、速度、光电、生化等类别的高端传感器，新型 MEMS 传感器和智

能传感器，微型化、智能化的电声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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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高端传感器、物联网芯片、物联网操作系

统、新型短距离通信等关键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鼓励和支持骨干企

业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突破智能感知、新型短距离通信、高精度定位等

关键共性技术，补齐高端传感器、物联网芯片等产业短板，进一步提升高性能、

通用化的物联网感知终端供给能力。 

2021 年 9 月，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电子元器件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提出，未来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电声技术的融合，促进电声器件向

微型化、集成化、多功能化发展；提升国产电声器件的可靠性和全链路声系统设

备的研发设计能力，扩大国产电声器件在电动汽车 AVAS（声学汽车警报系统）、

车载语音交互系统等领域的市场份额。同时，鼓励社会资本重点投资新型、高端

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研制生产企业，着力推动行业内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

转型，培育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优质企业。 

综上，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推动半导体行业以及精密电子元器件行业

积极发展的政策，有效的带动产业发展，为项目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保障环境。 

（2）公司实施本项目具备坚实的技术基础 

公司深耕声学领域二十余年，已发展为集芯片设计、半导体封测、模具制造、

零部件制造和自动化生产线装配于一体的微型电声元器件高新技术企业。经过多

年的研发设计和技术积累，公司不仅拥有稳定、成熟的生产工艺，还掌握了包括

MEMS 芯片的设计、封测等技术在内的多项微型电声元器件的核心技术。公司

自主研发的多款产品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并获得“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潍坊市科技进步奖”等荣誉。公司建立了涵盖音频试验、信赖性试验等

全方位的专业实验室，拥有先进的试验、检测设备，能够满足从零部件到产成品

的各项试验、检测的需要，测试能力及结果获得国家 CNAS 认证。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已取得授权专利四百余项，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公司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化研发团队，主要技术人员具有超过 20 年的

微型精密电声元器件研发和生产制造经验。公司通过整合微型驻极体麦克风、微

型扬声器/受话器、硅微麦克风、车载通讯、人机交互等多品种产品研发生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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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互为支撑的多个研发平台，既可以自主选择技术路线进

行研发，迅速响应客户需求，也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为客户提供一流的电声整体

声学解决方案。 

公司成熟的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和顺利实施提

供了技术和人才保障。 

（3）公司与客户达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为项目的产能消化提供了有力保

障 

作为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微型精密电声元器件生产和销售的企业之一，公司积

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大客户开发与服务经验，并凭借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

生产组织、质量控制、供应链管理、物料管理、工艺技术等方面在行业内的显著

优势，同全球科技和汽车电子领域领先厂商保持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赢得了

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综上，良好的政策环境，坚实的技术基础和稳定的客户关系，能够较好的保

证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实施。 

（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满足未来业务发展需求，为推进公司战略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已制定未来发展战略，一方面，公司将不断加强电声组件主业上下游纵

深发展，另一方面公司将聚焦车载业务并且不断进行品类拓展，继续为客户提供

声学整体解决方案。基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长远目标，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断

增加，主要体现在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而不断增加的日常营运资金需求等。因此，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为公司

未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提高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2）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公司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37.25%，合并报表流动负

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为 91.43%，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流动负债占比较大。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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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相对长期的资金来源。本

次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同时，通过补充

流动资金，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得到提高，财务风险和经营压力降低，持续经营能

力得到提升。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一方面，公司净资产和营运资金将有所增加，有效缓解公司

经营活动扩大的资金需求压力，确保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降低财务风险，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提升盈利水平，推动公司业务持续健康发展。 

（2）公司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制

环境。同时，公司已按照监管要求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及使用，

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智能汽车模组升级和扩产项目 

1、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智能汽车模组升级和扩产项目 

总投资额 15,000 万元 

建设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 

建设周期 3 年 

实施主体 共达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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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拟利用公司现有的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共达电声一期厂区约 3,700 平方

米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并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和组建自动化车载语

音模组等产品生产线，扩大产品的产能产量。项目达产后规划年产车载语音模组

1,488 万只、RNC 振动传感器模组 198 万只等。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公司将进一

步提高车载声学产品的供货能力，优化现有产品结构，以满足客户更大批量、更

快供货、更高品质的需求，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15,000 万元，主要包括厂房升级改造、设备购置以及

铺底流动资金等，拟使用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0.18%，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41 年（含建

设期）。 

4、项目审批或备案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等政府审批手续。 

（二）MEMS 传感器及模组升级和扩建项目 

1、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MEMS 传感器及模组升级和扩建项目 

总投资额 18,500.00 万元 

建设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 

建设周期 3 年 

实施主体 共达电声 

本项目拟利用公司现有的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共达电声二期厂区约 16,350 平

方米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并引入先进生产设备，扩大产能产量。项目达产后主要

产品为高端 MEMS 声学传感器及模组，规划达产后年产高端 MEMS 声学传感器

及模组 36,000 万只。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公司高端 MEMS 传感器的

生产能力，优化现有微型麦克风系列产品的产品结构，以满足消费电子、汽车电

子及物联网等下游市场日益增长的产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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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18,500 万元，主要包括厂房装修改造、设备购置以及

铺底流动资金等，拟使用募集资金 18,500 万元。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1.75%，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15 年（含建

设期）。 

4、项目审批或备案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等政府审批手续。 

（三）高端扬声器及模组升级项目 

1、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 高端扬声器及模组升级项目 

总投资额 6,500 万元 

建设地点 山东省潍坊市 

建设周期 3 年 

实施主体 共达电声 

本项目拟利用公司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共达电声二期厂区内现有厂房，引入先

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升级和组建高端扬声器及模组生产线，扩大产品的产能产

量。项目达产后规划年产高端扬声器及模组 1,128 万只。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公

司将进一步提高高端扬声器及模组的生产能力，优化现有产品结构，以满足客户

更高的品质需求，为公司业绩持续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2、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6,500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以及铺底流动资金，拟

使用募集资金 5,500.00 万元。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的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5.21%，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61 年（含建

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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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审批或备案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及环评批复等政府审批手续。 

（四）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1,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银行借款，

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满足未来业务不断增长的营运需求，促进业务可持续发

展和公司长期战略的实施。 

四、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制定

的未来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

公司在已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车载声学产品、MEMS

声学传感器及高端微型扬声器产品的自动化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有利于公司实

现电声元器件、声学系统模组、智能终端产品应用及加工协调有序发展。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形成规模优势，抢占迅

速增长的国内市场，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实现

中长期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公司的资本实

力将得到增强，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结构更加稳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有利于公司扩大产能、丰富产品结构，推动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发挥规模效

益、提升利润水平，同时也有助于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结构，从而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本次发行是公司拓宽业务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地位的重要战略

措施。募集资金到位后，可能短期内会导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

指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随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后，公司业务发展战略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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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强有力的支撑，长期盈利能力将得到有效增强，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会显著提升。 

本次项目实施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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