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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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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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应银荷 其他公务安排 罗昌国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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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

10.00元（含税），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88,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8,800万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占年度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55.29%。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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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田机械 60525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正宇 张竞丹 

办公地址 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绿田大道一号 台州市路桥区横街镇绿田大

道一号 

电话 0576-89229000 0576-89229000 

电子信箱 ltzq@chinalutian.com ltzq@chinalutia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用动力机械产品（主要包括发电机组、水泵机组和发动机）和高压清洗机



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

通用设备制造业（C34）。 

1、通用动力机械产品 

通用动力机械产品在国际上有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起源于欧美，二战后在日本得到了迅速发

展。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通用小型汽油机配套终端产品已广泛进入家庭，成为家庭消费类工

具产品，用于庭院草坪修剪与处理、应急供电等，或帮助人们在户外无电源的情况下，实现自动

化机械作业和提供生活便利，产品需求量大、更换周期短，市场需求较为稳定。在亚非拉等其他

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以及机械化率提高的发展趋势，亦对通用动力机

械产品产生了较大需求。 

我国通用动力机械行业起步较晚，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通用小型汽油机作为动力以配套植

保机械为主，主要为内销；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园林机械和发电机组逐渐成为主要配套机

械，出口成为了主要销售方式，占比维持在 80%左右。近十几年来，我国通用小型汽油机技术不

断普及和应用，已作为配套动力广泛应用于发电机组、农业机械、园林机械、小型工程机械等涵

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抢险救灾等多个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领域。我国通用小型汽油机

社会保有量的更新换代，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未来市场空间，将带动通用动力机械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 

2、高压清洗机 

高压清洗机所基于的高压水射流技术是 20世纪 7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型物理清洗技

术，通过高压水射流对污渍的击打、破碎、渗透、剥离等综合作用来实现清洗功能。与传统的手

工化学清洗方式相比，高压水射流技术主要以清水为介质，可应用于清洗不同形状、结构和附着

有不同类别污垢的物体，具有高效节能、对环境无污染、对清洗物无腐蚀、设备通用性强、清洗

成本低廉等特点。在欧美发达国家，高压水射流技术已经成为主流清洗技术，而在我国清洗行业

里仍然以化学清洗为主。化学清洗过程中排放的大量酸、碱等化学溶剂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设备

腐蚀。高压水射流清洗因其环保、节能等诸多优点，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 

1974 年起，全球领先的清洁技术供应商德国卡赫（Kärcher）集团开始在高压清洁领域重点

发力，1984年推出了全球首台便携式高压清洗机 HD 555 profi，标志着高压清洁设备进入终端消

费市场。在欧洲和北美洲等生活水平较高、民众环保意识较强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压清洗机的

终端消费应用已较为普遍。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较早掌握了高压清洗技术，我国高压清洗行业起

步较晚，高压清洗设备在 20 世纪 80 年代被引入中国，目前市场应用还处于培育阶段。过去 30



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居民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求发生了较

大变化，特别是汽车的快速普及。近年来，随着国家提倡发展“绿色经济”和环保产业，以及居

民对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经济环保、通用性强的清洁设备之一，高压清洗

机将迎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1.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通用动力机械产品（主要包括发电机组、水泵机组和发动机）和高压清洗机 

产品（主要包括家用高压清洗机和商用高压清洗机）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 公司主要产品 

1、通用动力机械产品 

 

公司生产销售的通用动力机械产品，具体为： 

（1）发动机：作为动力来源，配套应用于发电机组、农业机械、园林机械、小型工程机械等

通用动力机械终端产品。 

（2）水泵机组：广泛应用于农业灌溉、园林浇灌、应急抽、排水等领域，与农林畜牧、水利

工程、城镇化建设等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生活密切相关。 

（3）发电机组：普遍作为备用电源被用于家庭、医院、银行、机场、宾馆、通信等场所的应

急发电，还可以作为移动电源，为需要户外作业的如船舶用电、石油开采、工程抢修、军事等领

域提供电能。 

2、高压清洗机产品 

公司生产销售的高压清洗机按应用领域可分为家用高压清洗机和商用高压清洗机；按动力来

源可分为电机驱动高压清洗机（主要包括交流电驱动的家用高压清洗机和锂电池驱动的家用高压

清洗机）、汽油发动机驱动高压清洗机和柴油发动机驱动高压清洗机。 

 

（1）家用高压清洗机 



 

 

家用高压清洗机对压力、流量的要求相对较低，具有节水经济、携带轻便、移动灵活、操作

简单等特点，主要用于居民庭院、屋顶、墙面、阳台、窗户、泳池或私家车辆的轻度和中度清洁。 

 

（2）商用高压清洗机 



 

商用高压清洗机对压力、流量参数要求更为严格，且使用次数频繁，因此对使用寿命要求更

高，一般用于专业汽车清洁美容、建筑物清洗、城市道路清理、公共设施清洁（如医疗机构、娱

乐场所、体育设施）、食品加工场所等，可对汽车表面、建筑物、绿化带、路基、管道、加工车间

等去除污垢、油渍及特殊表层附着物，达到除垢、消毒、环保的目的。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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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096,184.07 1,213,247,132.41 58.67 984,545,05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50,765,825.16 664,682,354.11 103.22 547,380,727.55 

营业收入 1,605,450,110.15 1,225,133,410.53 31.04 1,049,726,88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9,169,942.74 115,999,757.48 37.22 88,656,85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5,730,202.31 103,732,360.24 40.49 89,560,381.5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7,096,109.59 191,609,084.01 -70.20 139,208,31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5.79 19.14 减少3.35个百分

点 

17.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07 1.76 17.61 1.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7 1.76 17.61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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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558,905.39 

415,022,834.

16 

365,390,020.

86 

455,478,349.7

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9,176,576.37 

43,046,416.9

1 

40,786,416.0

2 
46,160,53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0,351,284.79 
36,074,988.6

3 

38,720,186.7

3 
40,583,74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537,132.01 

-35,912,280.

91 

-30,250,560.

46 

103,721,818.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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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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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昌国 
  

47,085,600 53.51 47,085,6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邵雨田 
  

9,240,000 10.50 9,24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施服彪 
  

2,580,000 2.93 2,58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潘新平   2,559,000 2.91 2,559,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黄维满 
  

1,535,400 1.74 1,535,4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应银荷 
  

1,000,000 1.14 1,0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

合 
783,380 783,380 0.89 0 无 0 其他 

庄冰心   700,000 0.80 7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陈小华   600,000 0.68 600,00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瑞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2,703 452,703 0.51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潘新平为罗昌国之妹夫。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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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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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0,545.01万元，同比增长 31.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916.99万元，同比增长 37.2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4,573.02万元，同比增长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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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