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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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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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司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股份数438,567,203股为基数（总股本465,032,880 股，扣除回

购账户库存股26,465,677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共派送现金红利

19,735,524.14元，占 2021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5.01%。本次分配后公司剩余可

进行现金分红的未分配利润919,279,639.41元转入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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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斯林 600215 长春经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潘笑盈 刘博 

办公地址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南沙大街2888号 长春市经济开发区南沙大街2888号 

电话 0431-81912788 0431-81912788 

电子信箱 Ccjk_600215@163.com Ccjk_600215@163.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行业 

（1）行业基本情况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为系统集成商根据下游客户不同的应用场景和用途需求，对工业机器人

及控制器、传感器相关部件进行有针对性地开发和集成，主要用于实现焊接、装配、检测、搬运、

喷涂等工艺或功能，其下游应用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汽车制造、3C 电子、航空航天、仓储物



流、军工、食品饮料、医药等，具有综合技术水平、项目经验、自主创新能力要求高等特点，是

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生育率不断降低，可用劳动力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同

时制造业人工待遇不断上升，导致社会劳动力成本持续升高。工业自动化的广泛普及和应用，能

够在生产、制造、装配、流转、分拣等方面全面或部分代替人工，从而极大提升生产运营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工业自动化综合实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制造业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

是塑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随着自动化生产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落地，世界各地工厂使用工业机器人的速度正在加快，2020

年全球制造业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已达到 126 台/万人，近五年年复合增长率达 13.81%。 

（2）行业特点 

工业机器人作为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的核心，对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行业的发展与市场应有

直接及重要的影响。工业机器人按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下游和行业应用。上游为减速器、伺

服系统、控制系统等核心零部件生产；中游为工业机器人本体生产；下游则是系统集成。总体来

看，系统集成是工业机器人产业链上市场需求最大的环节，市场规模通常为工业机器人本体的 3

倍左右，根据 IFR（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国际机器人学联合会）数据，2021 年全球

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为 144.9 亿美元（不包含软件及周边设备），据此测算系统集成市场规模约为

435 亿美元。 

 

图 1：工业自动化产业链示意图 

从行业应用来看，汽车和电子行业是工业机器人的两大传统应用行业，安装量占全球工业机

器人总销量的一半左右。据 IFR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全球汽车行业和电气电子设备制造行业工

业机器人安装数量分别为 8 万台和 10.9 万台，占比分别为 20.9%和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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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工业机器人下游客户主要以汽车及电子制造业为主（万台） 



从机器人类型来看，搬运和焊接机器人为重要应用领域。根据 IFR 数据，2020 年全球累计安

装搬运及上下料机器人 16.5 万台，占总量的 43.3%，安装焊接与钎焊机器人 6.6 万台，占比 17.2%；

安装装配及拆卸机器人 4.7 万台，占比 12.3%。其他类型在运工业机器人数量占比均在 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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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搬运和焊接与钎焊机器人为重要应用领域（万台） 

（3）行业壁垒 

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产品对于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具有很高的要求，需要供应商基

于自身对客户需求及产品工艺流程的深刻理解，利用成熟工艺与项目管控经验，综合运用各项技

术手段，提升硬件作业设备与软件信息系统之间的协作联动，因此造成该领域存在较高的行业进

入壁垒。 

1）技术壁垒：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横跨多个学科应用领域，涉及计算机软件、电气工程、机

械设计、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计算机编程、布局设计、仿真模拟等多个设计环

节，新进入企业较难在短时间内掌握，技术门槛较高。 

2）人才壁垒：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往往要求设计研发团队进行针对性的技术工艺攻关，需要

企业有一批具备丰富行业经验和项目管理经验的团队，因此新进入企业通常很难快速地培养出一

批能承担复杂、大型项目的技术设计、生产和管理的专业团队。 

3）品牌及客户壁垒：行业内企业品牌的建立需要下游客户对供应商所提供设备的稳定性、精

确性及性价比等内容进行多方面的长期考察。此外，下游客户更换产品供应商可能会造成生产质

量无法保障、技术服务无法延续等风险。因此长时间积累的品牌力以及高昂的供应商转换成本产

生的客户认可与依赖，对新进入企业构成较高壁垒。 

4）行业经验壁垒：在项目具体实施中，客户还可能反复提出设计变更的需求，系统集成商则

需在短时间内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并将由部分设计变更导致的其他生产环节的影响进行迅速调

整，这种快速响应能力和解决方案设计能力，往往依托于深厚的行业经验积累，也是保证投资金

额较大、生产设计复杂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凭借在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领域 80 多年的经验积累和技术沉淀，公司在北美市场细分焊接

技术领域中，与 KUKA、柯马等知名国际汽车自动化巨头位于第一梯队，特别是在弧焊的焊接变形

控制上，公司具有在北美市场领先的技术优势，市场份额位居前列；同时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白车

身焊接领域亦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公司承担了特斯拉与瑞维安首条生产线的设计与生产，在北

美新能源汽车装备市场形成了较强的先发优势。 

公司凭借多年来积累的工艺技术优势，在系统设计、机械设计、控制设计、机器人模拟仿真

等关键生产环节，具备丰富的项目经验和技术积累，服务过包括通用、本田、特斯拉、瑞维安、

麦格纳、蒙塔萨、塔奥、玛汀瑞亚等多家国际知名汽车整车厂商和汽车零部件一级供应商，获得



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公司领先的技术工艺及经验优势使公司成为北美市场中为数不多的可以为客

户提供大型、复杂工艺和技术要求的汽车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5）市场趋势 

1）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稳步增长 

近年各国陆续将本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先后公布《国家机器人计

划》与《国家机器人计划 2.0》，旨在确保美国在机器人领域的领先地位；欧盟为下一个 7 年

（2021—2027 年）研究资助计划“地平线欧洲”加注 40 亿欧元，全面促进机器人在制造业、农业、

医疗、民生、商业、物流和消费七大领域全面发展；日本政府出台“机器人白皮书”，并发布“新机

器人战略”，提出创造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成为世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家的战略目标；韩国政

府则发布机器人制造业发展蓝图，以进一步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 

受益于政策支持以及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机器人市场稳步增长。随着全球制造业的逐步振

兴，机器人市场也将逐渐回暖。根据 IFR 数据，预计 2024 年全球机器人安装量将突破 51.8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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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球工业机器人年安装量（万台） 

2）中国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用工成本上升以及柔性化生产需求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业

机器人最具潜力的市场。根据 IFR 数据，中国已连续八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从安

装数量上看，2020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 16.84 万台，同比增长 20%，五年 CAGR 达 19.48%。

从安装量占比上看，对比安装量全球前五的国家，2015-2020 年中国安装量世界占比维持 25%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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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我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居全球首位（万台） 



2020 年中国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密度已达 246 台/万人，是全球平均水平的近 2 倍。但横向对

比发达国家，韩国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密度为 932 台/万人，新加坡为 605 台/万人，日本为 390 台

/万人，德国为 371 台/万人，我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十四五”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

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实现整机综合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制造业机器人密度翻

番等指标。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将迎来升级换代、跨越发

展的窗口期，未来政策层面将持续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市场化和普惠式帮扶力度，工业机器人作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载体，市场潜力极大。 

3）汽车行业复苏提振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市场需求 

汽车行业是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的最大应用场景之一。随着全球疫情影响常态化、世界经济

逐步恢复以及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汽车消费信心不断回升，据 IHS Markit 预测 2022 年全

球轻型车销量将触底反弹，实现 9%的增长。同时在全球各国政策大力推动与国际整车厂巨头持续

布局的大背景下，全球新能源车市场规模持续提升，EVTank 预计到 203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将达到 4,780 万辆，渗透率接近 50%。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迅速崛起将助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由于新能源汽车的设计及要求有别于

传统内燃机汽车类型，促使汽车生产商调整其车型战略布局。传统燃油车主机厂如福特、通用、

丰田、吉利、比亚迪等纷纷在现有燃油车型的基础上推出混合动力车型、并持续推出纯电动车型，

另一方面新能源车新势力如特斯拉、理想、蔚来、小鹏等随着单一车型销量提升纷纷推出更多新

车型，Rivian、小米等亦选择自建厂房造车，推动汽车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额逐年加大。咨询公司艾

睿铂数据显示，到 2025 年汽车行业对电动汽车的投资将达到 3,300 亿美元：如大众承诺到 2030

年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投资逾 1,100 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布将于 2025 年前在全球发布 30 款新

电动车型，并计划在 2021-2025 年新增 270 亿美元投资，福特汽车目标在 2030 年前实现总销量中

40%为电动车型，在 2021-2025 年间新增投资规模 300 亿美元，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计划在未来五

年在电动化领域投资 230 亿欧元。随着汽车主机厂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大，汽车行业工业自动化系

统集成市场增长可期。 

4）非汽车行业打开增量市场空间 

随着工业机器人的快速发展，轻型化、柔性化、智能化趋势明显，实践应用场景得到持续拓

展。除了汽车、电子等领域，工业机器人也逐渐向仓储物流、新能源、环保设备、高端装备等领

域加快转变，大大扩展了工业机器人的应用范畴。同时随着机器人技术不断进步以及使用机器人

带来的经济性的提升，工业机器人在金属制造、食品饮料等生命周期相对较短的行业的应用也在

持续增加，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2、房地产行业 

在房地产方面，中央继续保持调控定力，坚持“房住不炒”的主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79,43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9%，增速较 2020 年度下降 0.7 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 198,895 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11.4%。 

公司房地产业务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长春作为二线省会城市，房价处于较低水平。在楼市“房

住不炒”的主基调下，长春市通过合理控制住宅用地供应节奏，纾解开发企业资金压力、支持人

才和农民购房、加强行业监管等方面，对有关政策措施进行了调整，稳定市场预期，引导合理住

房消费，保证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2021 年下半年，长春首次推出“竞配建”，设置最高

限价+竞配建租赁住房或回迁房，现长春一般性规模企业均以棚改、配建房等保障性用房居多。在

2021 年房地产政策到底之后，2022 年预计会迎来新一轮宽松政策。 

  



1、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业务 

（1）业务基本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研发、生产、装配、销售和服务等，相关产品和解

决方案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工程机械、仓储物流、数字工厂等领域。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

于汽车制造行业，主要为客户提供汽车焊装自动化生产线系统集成产品及服务。公司根据主机厂

及其一级供应商等客户对产能、节拍、投入等差异化要求，对焊装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机器

视觉系统等智能控制单元进行有机整合及系统集成，向客户交付利用机器人点焊、电弧焊、激光

焊等焊接工艺将汽车各结构件及部件、系统总成焊装成整体车身的自动化生产线，满足客户对自

动化产线柔性化、模块化和信息化的需求。 

1）车身加工焊装自动化产线 

车身加工焊装自动化产线包含汽车发动机舱、侧围、地板及车顶顶盖等焊装分总成线及最后

合装主焊生产线。公司根据不同汽车主机厂商、不同车型在焊接工艺、技术标准、经济指标等方

面的差异化要求，对车身加工焊装自动化产线整体解决方案进行全模块化设计，以达到夹具、工

装、机器人系统等装备部件的自主柔性切换。 

在保持传统燃油车焊装生产线的基础优势上，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进行了前瞻性布局，报

告期内，公司助力瑞维安完成了其首条电动车产线的设计建造，在北美新能源汽车装备市场具备

较强的先发优势。 

  
图 6：车身加工自动化生线 

2）结构件焊装自动化生产线 

结构件焊装自动化生产线主要用于汽车车架、发动机架、动轴与排气系统等底盘部件，以及

新能源车电池底盘等其他关键零部件总成的生产焊接。公司对汽车底盘、车架类焊接件在 MIG

（Metal-Inert Gas Welding，惰性气体保护焊）工艺下的形变特征进行了大量数据统计并已基本掌

握其形变规律，从而可实现对结构件焊接形变结果的有效预测以降低焊接形变。此外，基于焊接

变形反馈控制技术，公司通过多机协调机器人系统来平衡和弥补焊接变形，进一步保障结构件焊

接作业的精准、稳定。 

  
图 7：结构件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3）其他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业务 

为进一步优化客户结构，提供业绩增量，保障公司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亦在持续并加



快推进在非汽车产业的业务布局。依托公司在汽车工业自动化行业成熟工艺与项目管控经验，公

司已将汽车焊装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应用及服务扩展至重装设备焊装制造、智能自动化仓储系统

以及针对特定零售产品的自动化生产线等非汽车产业的工业自动化业务。 

（2）经营模式 

1）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订单式生产”的业务模式，通过参与客户招标或商务谈判的方式获取订单，并在

签署业务合同或技术协议后依据客户需求进行自动化产线的定制。主要生产流程包括项目前期评

估、方案设计阶段、工程设计阶段、采购及制造环节、系统集成阶段、客户现场验收。 

2）销售模式 

公司作为系统集成商为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产品。公司销售部门主要通过积极关注汽车行业

动态，与现有客户保持良好的沟通及合作关系、不断拜访新的潜在客户来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在

经过与客户前期接触后通过参与客户招标或商务谈判的方式获取订单，在报价过程中，技术和设

计部门会根据专业知识、项目经验以及积累的类似技术设计方案，就产品的性能、参数设计、自

动化程度、系统布局等进行讨论分析，与客户保持持续沟通，项目的设计及技术方案可能也会随

着沟通过程进行调整；在项目中标后，公司与客户签订业务合同或技术协议，客户会根据产线建

设安排向公司发送正式的采购订单，公司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及定制，并在整体方案交

付后提供安装、调试及售后等一系列配套服务。 

3）采购模式 

公司产品具有较强定制化属性，最终产品所需的设备和零部件差异较大，因此采用“以产定采”

的采购模式。公司严格执行项目方案所确定的采购计划，在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采购，保证后续

制造及系统集成环节有序进行。公司采购项目主要包括设备、零部件和劳务等。其中，对于客户

指定供应商的标准产品按照项目采购计划与指定的供应商对产品型号、价格和交货期进行协商和

确认；客户未指定供应商的标准产品或非标准产品，公司通过对不同供应商进行询价和比价，综

合考量产品价格、质量、交货周期等因素后确定供应商。 

2、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业务 

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在长春经开区及周边区域具有刚需及改善性住房需求的个体为主。报告

期内积极推动现有库存产品销售，无新增开发面积。 

公司物业管理主要为自有房地产业务“六合一方”提供物业服务，打造良好的小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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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404,201,005.30 4,240,833,300.42 2,823,467,176.11 -19.73 2,845,472,90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396,070,487.43 2,795,401,716.38 2,481,663,303.39 -50.06 2,572,619,690.76 

营业收入 1,421,498,143.22 1,521,182,910.37 168,954,737.15 -6.55 186,666,62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1,459,772.50 135,810,442.36 83,295,111.68 -3.20 76,998,06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994,940.32 20,882,537.51 20,882,537.51 72.37 70,179,814.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7,599,370.26 380,872,290.68 56,633,196.37 -149.26 47,034,027.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 5.06 3.28 增加1.21个百分点 3.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86 0.4325 0.1833 -3.21 0.16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86 0.4325 0.1833 -3.21 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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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99,415.04 201,410,371.87 333,419,023.47 825,669,33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3,185,148.81 33,072,079.31 20,045,012.85 45,157,53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9,501,071.95 25,577,832.04 13,587,996.04 -12,671,95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2,915,324.87 31,315,487.24 -199,166,609.11 -52,663,5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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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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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丰锦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0 101,736,960 21.8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长春经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0 26,465,677 5.69 0 无 0 其他 

长春经开国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0 25,764,105 5.54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万丰锦源投资有

限公司 
14,187,601 24,188,361 5.2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阎占表 147,900 19,567,800 4.2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锦华 0 8,153,486 1.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严荣飞 -1,077,639 6,202,347 1.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柴煜英 1,100,800 3,060,800 0.6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琛威   2,018,8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春华 -30,000 2,000,0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万丰锦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万丰锦源投资有限公司与吴锦华

先生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长春经开国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上述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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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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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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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149.81 万元，同比减少 9,968.48 万元，降幅 6.55%；实现

净利润 13,145.98万元，同比减少 435.07万元，降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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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