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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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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se.com.cn 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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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准确性、完整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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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06,347,87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3.4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72,158,278.86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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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路188号 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启航路1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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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空作业平台行业在海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历史悠久，市场成熟，产品结构完善，应用普及率高，存量市

场大，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于设备的更新替换需求，保有量稳定。因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昂、安全法律法规完善

且对环保要求高，高空作业平台以安全、高效、环保、经济等产品属性成为了其登高作业的首选设备。海外租赁

商极其关注产品品质和设备残值，对供应商选择有严格要求，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时代，产品品质卓越、品牌

知名度高、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电动化战略有效落地的制造商更具竞争优势。公司作为首家进入全球高

空作业平台制造企业十强的中国品牌，早已成功进入主流国际市场。2021 年，海外市场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需求回暖，公司海外市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7,872.23 万元，同比增长 149.44%。 

目前，国内高空作业平台市场渗透率仍相对较低，产品尚未被广泛应用，保有量较小，且产品结构仍以剪叉

式设备为主，臂式产品占比低。但由于长期受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安全意识持续提升、施工效率要求不断提高及

应用场景多样化等因素驱动，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发展迅速，租赁市场快速崛起，主要体现在：有一定规模的

租赁公司网点布局加速，设备采购速度加快，规模增速明显，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租赁公司产品种类日趋丰

富，产品结构持续优化，臂式产品和差异化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双碳”目标下，电动化产品愈发受市场青睐。公

司作为国内高空作业平台龙头企业，深耕行业多年，能够快速感知并响应市场需求，积极打造绿色、智能电动款

产品，已实现全系列产品电动化，并推出多种差异化产品玻璃吸盘车、轨道高空车、模板举升车，有效满足市场

新需求。公司电动款产品品质卓越，竞争力强，其中高米数、大载重臂式为全球首家实现全系列电动化；越野剪

叉也已突破技术壁垒，电动款高度突破 32 米，载重达 1,000 kg，为业内现有电动最大工作高度。2021 年，公司

臂式产品销售 3,954 台，其中电动臂式产品销量占比 58.17%，全年实现臂式产品销售收入 164,568.20 万元，同

比增长 191.00%。 

全球进入智能低碳时代，高空作业平台行业数字化、绿色化趋势明确。国家发布多项政策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工程，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前，工信部已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试点工作，明确加快发展纯电动工程机械，

积极推动锂电动力电池应用。国家生态环境部也已批准《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为国家

环境保护标准，该要求明确重点区域城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鼓励下游市场优先使用新能源或者清

洁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 

综上，在双碳经济、绿色发展的驱动下，电动化、绿色化、智能化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已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公司作为全球领先的高空作业平台制造商，将积极响应政策，把握行业机遇，凭借业内领先的“未来工厂”智能

制造优势，有效践行节能、低碳制造理念，进一步推出全新系列高米数、大载重、拥有差异化性能的高位电动高

空作业平台，助推公司发展新动能，更好地保持公司在全球高空作业平台行业发展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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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多款规格。臂式系列包含直臂式和曲臂式两类，最大工作高度达 30.3 米，最大荷载 454kg；剪叉式系列最大工

作高度达 32 米，最大荷载 1,000kg；桅柱式系列包括桅柱式高空作业平台及高空取料平台产品。 

公司积极践行绿色发展道路，已率先实现全系列产品电动化，并成为全球首家实现高米数、大载重、模块化

电动臂式系列产品制造商。公司电动款产品高度覆盖范围广，品质卓越，竞争力强，电动臂式系列产品具备节能

环保无噪音、安全实用动力强、维保便捷易运输、长续航更经济等诸多优势，能满足应用于国家电网、核电站、

中石化、中石油、高铁、机场、隧道、居民小区等对环保排放有严格要求的领域；电动剪叉系列产品，不仅安全

性、稳定性、耐用性俱佳，使用高效，更具超强涉水能力，防水等级高，能适应积水遍布的恶劣工况,该系列产品

高度已突破 32 米，为业内现有电动款剪叉产品最大工作高度。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领域、商业领域和建筑领域，覆盖建筑工程、建筑物装饰与维护、仓储物流、石油

化工、船舶生产与维护， 以及诸如国家电网、核电站、高铁、机场、隧道等特殊工况。 

 

 

 

 

 

 

 

 

 

公司采用自主及委托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相结合的生产经营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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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销售模式分为直销和经

销模式。高空作业平台因产品种类繁多，下游应用场景多样化等特征，最终用户主要通过租赁方式获得。租赁商

是连接高空作业平台制造商和终端用户的重要纽带。直销模式下，公司主要客户为租赁商。经销模式下，公司出

售商品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产品销售给下游租赁公司及其他终端客户。2021 年，公司直销模式主营业务收入占

比为 70.19%，经销模式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29.81%。 

公司产品销售结算模式分为分期付款、融资租赁和银行按揭三种。分期付款销售的运作模式为客户支付首付

款，尾款分期支付，期限为 2-18 个月。融资租赁销售的运作模式为客户与公司自有融资租赁平台或第三方融资租

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支付首付款后，融资租赁公司根据《买卖合同》约定将设备款项打至公司账户，客户

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分期支付租金，期限主要为 3 年，待租金全部结清后，产品所有权转移至客户。银行

按揭销售的运作模式为客户与公司签订产品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后，以余款与公司合作银行签订按揭贷款合同，

银行发放贷款至公司账户，客户根据贷款合同向银行定期偿还贷款，贷款期限为 2 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专注主业、创新发展、突破自我，不断提升主营业务竞争力，

连续多年入选知名高空作业平台杂志《Access International》发布的“全球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企业 20 强”榜单，

已多年蝉联 1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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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9,574,469,629.61 5,869,032,275.04 63.14 4,859,452,59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978,168,759.07 3,744,157,600.25 59.67 3,207,493,644.26 

营业收入 4,939,315,984.85 2,956,758,302.06 67.05 2,389,355,32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84,463,388.10 664,140,192.72 33.17 694,081,23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9,497,377.48 626,077,412.96 37.28 657,833,41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3,661,724.56 891,764,853.05 -58.10 696,158,34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89 19.16 增加1.73个百分点 2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82 1.37 32.85 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82 1.37 32.85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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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224,030.01 1,736,233,500.24 1,418,084,855.47 943,773,599.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070,613.16 336,674,607.00 223,159,664.63 154,558,50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3,527,005.45 326,892,108.27 217,874,887.19 151,203,37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980,644.95 254,593,343.50 116,283,330.84 353,765,695.1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13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025 

截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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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许树根 0 230,564,600 47.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476,971 61,785,136 12.73 0 未知   境外法人 

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58,589,180 12.0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沈志康 -100,620 6,910,461 1.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泓德睿

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65,568 3,053,165 0.63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

生加银质量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70,505 2,474,471 0.51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100,000 2,430,590 0.50 0 未知   其他 

GIC PRIVATE LIMITED 239,526 2,230,745 0.46 0 未知   其他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121,111 2,121,11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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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1,385 1,823,424 0.38 0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许树根持有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6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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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22 年 1 月 10 日，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完成登记。本次发行完成后，许树根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变更为 45.53%，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变更为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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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022 年 1 月 10 日，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新增股份完成登记。本次发行完成后，许树根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变更为 45.53%，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变更为 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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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93,931.60 万元，同比增长 67.0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446.34 万元，同比增长 33.17%。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

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