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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3                                 证券简称：天桥起重                         公告编号：2022-007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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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416,640,8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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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桥起重 股票代码 00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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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文斌 段丽媛 

办公地址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动力谷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动力谷 

传真 0731-22337798 0731-22337798 

电话 0731-22504022 0731-22504022 

电子信箱 sid@tqcc.cn sid@tqcc.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从事物料搬运装备（电解铝多功能机组等专用桥式起重机、通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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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起重机、港口设备等）、有色冶炼成套装备、立体停车设备、煤炭洗选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业务，以及提供智能化工

业生产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黑色及有色冶金、港口、电力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 

（2）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行业为物料搬运行业，随着行业不断发展与成熟，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低端存量市场进入微利时代，

而高端产品潜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公司主导产品电解铝多功能机组在电解铝行业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当前行业竞争逐步饱

和，而存量产品的技改升级、海外项目拓展将成为未来关键竞争点位；通用桥式起重机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目

前市场竞争整体较为激烈，但智能化、专业化、系统化、绿色化的高端市场需求增长迅速，轻量化起重设备等产品逐步占据

一席之地；港口设备主要用于港口码头，得益于国家内河港口码头的建设，以及新基建政策力度的加强，预计仍有较大增长

空间。 

根据中国重型机械协会统计数据，物料搬运行业2021年全年营收规模同比增长超过15%，主要得益于搬运设备和工业车

辆等产品实现有效增长；行业利润状况受钢材价格持续上涨减利作用明显，导致实现利润情况受到较大影响。主要产品进出

口总额241.32亿美元，同比增长32.73%，各细分产品的进出口情况均有明显回暖。 

智能制造将成为制造业未来发展趋势，2021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规划》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顶层纲领性文件，指出“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的主攻方向，其发

展程度直接关乎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发展目标为“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大部分实现数字化网络化，重点行业骨

干企业初步应用智能化；到203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全面普及数字化网络，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基本实现智能化”。公司

一直以来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持续推进智能制造发展升级，积极与华为、中国移动等数字化技术企业开展战略合作。2021

年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授予公司“湖南省智能起重装备工业设计中心”荣誉，并入选湖南省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

荐目录（第二批）。 

（3）公司竞争地位 

公司主导产品电解铝多功能机组主要用于铝冶炼行业，通过多年的打磨、积累，在冶金专用起重设备领域具备较丰富的

经验。公司已成为国内主要的铝冶炼专用起重设备制造商，也是钢铁冶炼起重设备、港口码头设备的重要提供商。 

公司一直专注于探索高端细分领域市场，致力于深入研究客户的工艺需求，结合自身数十年沉淀的起重机专业技术，继

续推进AI、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技术与设备、作业工艺深度融合，为客户提供智能化、专业化、系统化、绿色化的

物料搬运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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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元） 1,774,176,849.53 1,501,530,264.03 18.16% 1,333,867,14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59,884.08 58,097,225.29 3.55% 80,946,06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212,794.64 -23,247,535.75 229.96% 50,012,511.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801,970.06 10,373,980.80 331.87% 171,140,90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41 4.88% 0.0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 0.041 4.88% 0.0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8% 2.74% 0.04%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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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元） 4,433,851,214.25 4,008,538,569.34 10.61% 3,636,886,66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62,535,012.20 2,145,562,356.41 10.11% 2,117,570,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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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41,336.93 438,825,898.16 433,253,878.65 704,355,73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40,556.91 22,546,673.17 11,984,958.55 18,387,69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18,605.95 15,576,803.59 9,229,620.23 9,524,976.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882,246.52 82,575,058.50 60,682,204.19 83,426,95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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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5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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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08% 341,071,926    

中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70,832,040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0% 53,866,933    

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47,144,362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2.19% 31,000,000    

高健 境内自然人 2.16% 30,606,386    

邓乐安 境内自然人 1.29% 18,285,864    

成固平 境内自然人 1.16% 16,363,945    

刘建胜 境内自然人 1.13% 16,006,810 13,475,032   

付绍敏 境内自然人 0.87% 12,285,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车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大股东中，高健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0,606,386 股；吴彩莲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6,873,168 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5,00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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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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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九文 

202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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