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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46,775,408 股为

基数，以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合计转增 138,710,163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85,485,571

股；同时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5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21,371,392.80 元（含税）。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鼎力 60333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 金 汪 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电话 0572-8681698 0572-8681698 

电子信箱 dingli@cndingli.com dingli@cndingl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从事各类智能高空作业平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产品涵盖臂式、剪叉式和桅柱式三大系列共 80

多款规格。臂式系列包含电动款和发动机款，最大工作高度达 30.3 米，最大荷载 454kg；剪叉式系列分为电驱动

款和发动机款，最大工作高度达 22 米，最大荷载 750kg；桅柱式包括桅柱式高空作业平台及高空取料平台两大类。



公司产品具有大载重、操控智能、安全环保、动力强劲、易维保、易运输等特点，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商业领

域和建筑领域，包括国家电网、核电站、中石化、中石油、高铁、机场、隧道、居民小区、仓储超市等。 

公司采用自主及委托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相结合的模式组织生产经营。在生产制造方面，公司根据国内

外客户采购习惯的不同，实行销售预测与订单驱动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产品销售方面，公司根据产品境内外市

场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销售模式：境外采用经销商和租赁商相结合的销售模式，同时在部分海外市场直接设立

分/子公司；境内以租赁商销售为主，即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租赁公司，由租赁公司将产品出租给下游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聚焦主业，锐意进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核心竞争力。 

2.行业情况说明 

欧美地区是全球高空作业平台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和最大的消费市场，行业发展历史悠久，市场成熟，产品普

及率高。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且安全法律法规完善，高空作业平台以其安全、高效、环保、经济等

优势成为登高作业的首选设备。根据 IPAF2019 全球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场报告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球高空

作业平台租赁市场设备保有量为 147 万台，其中美国市场保有量为 62.67 万台，同比增长 7%；欧洲十国（包含：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市场保有量为 29.92 万台，同比增长 5%。

欧美租赁市场设备保有量稳定，存量市场大，市场需求以更新需求为主。在选择供应商时，欧美市场对产品质量

和设备残值有严格要求，因此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品牌知名度高、产品质量有保障的制造商更具竞争优

势，国内品牌进入门槛极高。公司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品牌积淀，已成功进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市场，并且是

目前唯一进入全球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企业十强的中国品牌。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主要特点有：（1）市场保有量小，渗透率

低。截至 2018 年底，美国高空作业平台人均保有量约为 192 台/百万人，欧洲十国人均保有量约为 82 台/百万人，

而中国的人均保有量仅为 5 台/百万人。（2）产品结构不完善，臂式产品占比低。美国租赁市场臂式设备保有量约

有 23.8 万台，占比达 38%；欧洲十国臂式设备保有量约有 11.3 万台，占比为 37.8%，而中国市场臂式设备保有量

仍比较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安全意识提升、施工效率要求提高及施工场景多样化等因素的驱动下，国内高

空作业平台行业发展迅速，租赁市场快速崛起。一是租赁公司数量和设备规模都在加速成长，竞争也愈发激烈，

已从单纯的价格竞争逐步延伸至品牌、服务竞争，趋于全方位、立体化的较量。二是租赁公司自身产品结构不断

优化。目前国内租赁公司产品结构仍以剪叉式为主，随着行业发展及应用场景多样化，臂式产品需求逐步增加。

2019 年公司国内臂式产品销售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176.42%，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97.45％。三是租赁公司趋向

成熟，从原先只关注产品售价和账期转为关注设备残值，对设备品牌、品质和服务水平都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

年，公司紧抓国内市场机遇，加速国内市场开拓，实现国内市场主营业务收入 142,454.22 万元，同比增长 98.96%，

销售占比达 63.12%，较去年提升 19.49 个百分点。 



公司通过多年行业沉淀，凭借较强的研发创新优势、精益求精的智能制造优势、市场认可的品牌价值优势和

卓越的营销服务优势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始终坚持推广规范的高空作业方式，输送安全的高空作业理念，

引导行业理性发展，增强行业发展的可持续性。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4,859,452,593.95 3,633,584,727.32 33.74 2,778,559,461.66 

营业收入 2,389,355,320.86 1,707,538,304.04 39.93 1,139,183,82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4,081,236.94 480,468,471.67 44.46 283,145,54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7,833,413.24 428,255,721.40 53.61 270,931,81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207,493,644.26 2,601,382,187.39 23.30 2,202,505,763.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6,158,346.37 415,714,136.36 67.46 348,706,422.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00 1.39 43.88 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00 1.39 43.88 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96 20.05 增加3.91个百分点 22.14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84,434,673.12 464,297,799.76 596,721,597.22 943,901,25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050,102.91 159,220,241.34 183,385,931.75 250,424,96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0,029,632.85 134,378,459.01 179,105,451.45 244,319,86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361,043.16 91,280,570.27 272,358,811.29 366,880,007.9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8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86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许树根 47,054,000 164,689,000 47.49 0 无 
  境 内 自

然人 

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0,742,600 43,849,100 12.64 0 无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463,268 16,527,074 4.77 0 未知 
  境 外 法

人 

许志龙 3,087,011 10,804,539 3.12 0 无 
  境 内 自

然人 

沈志康 1,562,500 5,596,000 1.61 0 未知 
  境 内 自

然人 

UBS   AG 5,103,837 5,103,837 1.47 0 未知   其他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

信证券红利价值一年持有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16,847 3,616,847 1.04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994,365 3,452,349 1.00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3,318,431 3,318,431 0.96 0 未知  其他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

金 
3,065,443 3,065,443 0.88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树根和许志龙系兄弟关系，许树根和许志龙分别参股德清中鼎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8,935.53 万元，同比增长 39.93%；实现利润总额 80,489.40 万元，同比增

长 42.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408.12 万元，同比增长 44.4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 2019 年年度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之“41、重要会计政策和

会计估计的变更”之说明。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浙江绿色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德清力冠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Dingli Machinery UK Lim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