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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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尔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文奎 许岭 

办公地址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 669号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山路 669号 

传真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电话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电子信箱 dongwenkui@taiergroup.com xuling@taiergrou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冶金设备和方案服务商，主要从事冶金装备和备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维保服务，

主要产品包括核心备件、核心设备、激光再制造服务、成套装备、总包服务和新能源业务等。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1、核心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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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向轴：用来联接不同机构中的主动轴和从动轴，使之共同旋转，以传递扭矩的机械零件。在

高速重载的动力传动中，有些联轴器还有缓冲、减振和提高轴系动态性能的作用； 

（2）联轴器：GICL、GIICL系列鼓形齿式联轴器，特别适用于低速重载工况，如冶金、矿山、起重运

输等行业、也适用于石油、化工、通用机械等各类机械的轴系传动； 

（3）滑板：主要安装在轧机工作辊轴承座两侧起保护作用； 

（4）剪刃：主要作用是用于钢板剪切的，主要用于剪裁各种尺寸金属板材的边缘。在飞机、轧钢、

汽车、锅炉、船舶等各个工业部门中有广泛应用； 

（5）卷筒：用于卷取热轧钢材。 

2、核心设备 

（1）打包机：主要用于冶金高线、盘卷、圆钢、螺纹钢筋、扁钢、角钢的的全自动捆扎； 

（2）开卷机、卷取机：广泛应用于平整、酸洗、可逆轧、重卷等生产线钢卷开卷或卷取。 

3、再制造业务 

再制造服务是一种对废旧产品实施高技术修复和改造的产业，它针对的是损坏或将报废的零部件，在

性能失效分析、寿命评估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再制造工程设计，采用一系列相关的先进制造技术，使再

制造产品质量达到或超过新品，主要以先进的表面工程技术为修复手段，在损伤的零件表面制备耐磨、耐

蚀、抗疲劳的表面涂层，使得修复处理后的零部件的性能与寿命期望值达到或高于原零部件的性能与寿命，

使用的具体技术包括激光熔覆技术、热喷涂技术、堆焊技术等。 

4、成套设备业务 

成套设备业务主要包括热轧、冷轧生产线成套装备的设计、技术服务及升级改造。 

5、总包服务 

总包服务是公司利用自身冶金设备制造、在线监测等技术，针对钢铁企业整条或部分生产线提供的维

修、保养、更换备件等一系列专业服务，以帮助客户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备货成本、降低停工损失。 

6、新能源业务 

（1）电池回收拆解业务：是一种为满足废旧电池回收需要而设计制造各种技术设备的业务，它针对

是在废旧电池封装、结构、成分等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回收拆解流程的工程化设计，采用一系列先进工艺

及技术，为电池回收处理过程的节能降耗、降本增效提供技术及装备支撑，所采用的具体技术有无损化精

细拆解技术、低成本分选重组技术、高效无害化处理工艺等。 

（2）注液机:应用于方形铝壳、软包、圆柱锂离子电池注液工序，将电解液通过注液机注入到锂离子

电池中。 

公司深耕冶金装备行业二十年，凭借技术、人才、品牌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积累了众多优质客户

资源。公司服务的客户产线超过一千条，重型万向轴、打包机等核心产品、设备的市场认可度高，为公司

开展智能运维总包服务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公司从现有产品入手，为客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同时

总包运维服务、再制造等业务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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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2,598,025,338.68 2,061,746,743.59 26.01% 2,190,150,15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36,265,414.91 1,136,191,943.88 17.61% 1,154,249,937.82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1,059,376,695.96 811,976,466.34 30.47% 818,380,08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191,089.27 26,434,113.79 -31.18% 25,193,44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918,788.62 16,323,133.89 15.90% 22,239,64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21,496.63 65,358,850.44 -0.52% 94,190,202.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8 0.0591 -32.66% 0.0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8 0.0591 -32.66% 0.05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2.32% -0.75% 2.2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3,804,910.80 249,562,925.17 281,946,544.29 354,062,31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9,040.35 11,136,669.41 2,234,779.89 -269,40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49,028.45 7,885,394.03 725,261.98 7,059,104.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67,034.94 60,563,593.81 25,452,540.95 -15,727,603.1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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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7,82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8,54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邰正彪 境内自然人 27.81% 140,368,202 105,276,151 质押 59,330,000 

黄春燕 境内自然人 3.38% 17,075,200 12,806,400   

一重集团融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5,113,350 15,113,350   

邰紫鹏 境内自然人 2.90% 14,633,500 10,975,125   

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 国有法人 2.50% 12,594,458 12,594,458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 7,556,675 7,556,675   

广东正洲体育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2% 5,674,3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0.78% 3,937,459 3,778,337   

邰紫薇 境内自然人 0.78% 3,933,500 0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君享永熙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5% 3,778,338 3,778,3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黄春燕女士系邰正彪先生妻子； 

2.邰紫鹏先生和邰紫薇女士系邰正彪先生与黄春燕女士的子女； 

3.本公司其他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发起人以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非公开发行相关的事项。 

2020 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与非公开发

行相关的议案。 

2021年3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公司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21年3月19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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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2021]88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4,105,898股新股。 

公司实际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57,682,61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

格为3.97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8,999,977.5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不含

税）人民币5,479,245.29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3,520,732.29元。上述股份已于2021年11月

17日上市。 

（二）变更注册资本 

2021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21年12月06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447,019,662元变更为

504,702,276元。 

2021年12月30日，公司取得马鞍山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邰正彪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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