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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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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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16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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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机集团 股票代码 00128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陆平 何洁 

办公地址 
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富川

路 3 号 

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富川

路 3 号 

传真 0813-8233689 0813-8233689 

电话 0813-8233556 0813-8233659 

电子信箱 dmb@zgcmc.com dmb@zgcm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一）行业基本情况 

  我国输送机械行业发展起步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今已有数十年的历史。随着国内港口业务、矿山开采、电力发

电不断提升安全性及环保性要求，以及农产品等深加工领域的不断发展，输送机械行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输送能力，

为各行业发展提供保障。随着国产化技术水平的提高、先进机械制造设备和加工工艺的引进，叠加经济全球化及我国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生产专业化、高端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等因素影响，为输送机械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也进

一步促进输送机械行业迈向更高标准的台阶。 

  （二）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基于输送量大、运距长、装卸料的便捷性及运费的低廉性等优势，输送机械设备广泛运用于冶金、电力、矿山开采、

港口码头、化工、建材、粮食、钢铁、食品等领域，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一带一路”等政

策倡议的带动及输送机械制造企业自身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输送机械行业真正实现了走出去，拓展了产品

市场，也使得我国品牌逐渐被国际上知名矿业企业、电力公司所熟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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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加大对环保问题的监管力度，能源、港口、化工等企业大量的物料输送技术改造和新建需求，使输送机械行

业产量逐步出现回升趋势。在出口方面，受益于“一带一路”等因素的积极影响，近几年我国输送机械设备远销多个国

家。“一带一路”是我国新一轮开放和走出去的战略重点，有助于解决我国结构性需求不足的矛盾，为我国经济增长寻

找新的增长动力。我国输送机械产品在适用技术、应用场景、生产制造等方面已达到了相对较为成熟的规模化发展阶段。

目前部分东南亚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城市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重型机械产品有较大需求，对承接制造业的产业转

移需求存在较大的空间。 

  据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物料搬运机械实现进出口总额 281.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1%。其

中出口额 249.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8%。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 年带式连续运送货物的升降机及输送机进出口

数量 207,206 台，进出口总额 1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09%。其中出口数量为 191,103 台，出口金额 9.4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8.20%。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客户对输送机械产品的需求将向着高性能、一体化等方向发展。无论是企业新增需求

还是在原有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都将更多的着眼于节能环保、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从而促使企业在发

展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从需求调研、产品设计、生产安装到售后服务的一体化综合竞争能力。《中国制造 2025》提

出了中国制造业实现智能化发展的可行性。未来输送机械智能化、数字化化成为一种重要趋势，一方面随着计算机处理

能力的提升，将扩大应用软件程序的使用场景，从而更为高效地完成物料搬运工作；另一方面通过识别、定位、跟踪、

监控以及数据分析，更深层次地把控产品运作现状，及时对产品进行监督维检，保证系统的高效、稳定、安全运行。 

  我国输送机产品大多出口于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途国家，但出口发达国家的输送机产品

较为欠缺，行业质量效益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国家出台《促进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等多项政策致力于提升制造业的质量水平，指出要加快产品质量提档升级，推动工业品质量迈向

中高端，提高生产服务专业化水平，对于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方向。《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

专项行动计划（2019-2022年）》也为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输送机械行业企业通过树立质量意识、

强化质量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加快推进品牌及治理建设。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不仅顺应了相关政策的趋势，也将

更有利于输送机械设备的出口及知名度的提升。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上升，以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在工业散货物料输送领域开始渗透。如在煤矿运输领

域，依托于数字孪生技术，可真实还原煤矿运输的环境态势、设备状态等信息，能对运输状态进行实时监测，提升管理

者对矿山运输的实时监测力度。具备自动化、智能化、人机交互的智能输送机是输送机械行业的高端产品和新型应用领

域。《“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

划》等政策在行业内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推进各行业企业创新，加快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着力提升产品的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在节能减排政策和相关环保指标的规定下，下游行业对于输送机械设备的节能环保及智能

化需求愈发迫切。在下游产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倒逼行业以节能减排为核心，一方面促进上

游行业产品升级速度不断加快，行业技术水平和竞争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也为上游行业发展带来了需求空间。 

  （三）行业周期性特点 

  输送机械行业下游客户类型多样化，包含电力、煤炭、冶金、港口建材、化工等，地理位置较为分散，不存在明显的

地域性特征。鉴于下游客户大多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故输送机械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周期存在

一定的关联性。 

  （四）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重型机械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单位、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全国带式输送机分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重型机械

工业协会输送机给料机分会副理事长单位及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被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认定为四

川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获得了中国重型机械工业协会颁发的《企业信用等级 AAA》、中国重型机械行业自主创

新领军企业、以及中国重型机械行业“十三五”科技创新标兵企业荣誉，主导并参与了多项、多种类型的带式输送机技术

标准、行业标准的起草与联合设计，在带式输送机产品的设计与制造上具有较大优势。 

  截至目前，公司已取得输送机械领域的 148 项授权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140项；公司及其产品先

后获得 2 项国家级奖项、10 项省部级奖项、14项市级奖项、11项专业协会奖项。公司依托在输送机械行业深耕多年的

技术沉淀与国内外市场份额的开发拓展，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产品性能及服务优势得到集中体现，打造自身的品

牌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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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以带式输送机为主的节能环保型输送机械成套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是物料输送系统解决方

案的供应商。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不断推动自身研发体系、管理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升级，整合设计、研发、制

造等资源，致力于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一体化产品设计及解决方案。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通用带式输送机、管

状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逆止装置、驱动装置等，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1、通用带式输送机 

  通用带式输送机以输送带作为物料运送的承载构件，利用托辊支撑输送带移动，依靠传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摩擦力牵

引输送带运动，将输送带承载的物料从起点运送到终点完成物料输送。通用带式输送机是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带式输送

机结构形式，广泛应用于散料、包装物的输送和转运场合。公司设计、制造的通用带式输送机带宽范围为 0.5 米到 2.4

米，适用输送各种散状物料以及成件物料，广泛运用于冶金、煤炭、港口、仓储等行业，运行效果良好。 

  2、管状带式输送机 

  管状带式输送机是在通用带式输送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 4~8只托辊组组成的多边形，将输送带强制裹成圆管状

截面，输送散状物料。公司制造的管状带式输送机具有以下优点：①能在密闭空间内输送物料，既避免了因物料撒落而

污染环境，也避免了刮风、下雨等外部环境对物料的污染，是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是百公里内具有节能

减排优点的环保输送装备。②管状带式输送机被托辊强制裹成圆管状，无输送带跑偏现象；同时管状带式输送机可实现

立体螺旋状弯曲布置，可取代由多条通用带式输送机组成的输送系统，节省土建工程、机器设备投资，同时也减少输送

系统的故障点，降低设备维护和运行费用。③输送带围成圆管状，增大物料与输送带间的摩擦系数，管状带式输送机的

输送倾角可达 30度，可实现大倾角输送。④管状带式输送机可用下分支反向输送与上分支不同的物料。公司设计、研发、

制造、安装的管状带式输送机运用在多个国内、国外高难度、长距离、越野式安全环保的物料输送工程，运行效果良好。  

  3、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在支撑托辊结构和输送带物理性能方面具有特殊的结构和设计，能够实现输送机水平转弯，适用

于长距离输送散状物料。其在布置上主要采用串联搭接、增设强制改向滚筒方式以及采用特殊结构的专用输送带等方式

来实现平面转弯，也可以伴随着平面转弯进行竖向凸凹弧弯曲，构成空间转弯，实现单条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大运量输

送，替代由多条通用带式输送机和转运站组成的输送系统。在穿越山区、河流等野外复杂地形的曲线输送线路上运送物

料，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是一种较为经济有效的输送方式。公司在自主研发长距离越野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技术的基础

上，与国外输送机械设计公司保持紧密联系，引进了越野带式输送机常规、水平曲线段和动态分析计算软件，引入了带

式输送机领域全新理念的设计方法，掌握了粘弹性动态设计、低滚动摩擦阻力计算、小半径水平转弯、水平转弯段输送

带跑偏控制、胶带谐振控制、胶带接头工艺及应用、托辊间距优化、漏斗溜槽 DEM 和巡检小车等专有技术，采用了大

托辊直径大间距布置方法、超低滚动摩擦阻力输送带和物料势能馈电等技术，降低了在超长距离、大运量和高带速输送

条件下的功率消耗，获得了节能减排的良好效果。 

  4、其他输送机产品 

  公司生产的其他输送机包含移置式带式输送机、伸缩式带式输送机、大倾角带式输送机、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等。

这类输送机是根据输送环境的变化、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限制以及物料特殊属性要求，在通用带式输送机及功能扩展的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专用型输送机。 

  （二）公司经营模式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探索，公司在输送机械行业的研发、设计与制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物料输

送系统解决方案及服务体系。公司采取“设计+生产+销售+安装一体化”经营模式，形成了集定制化设计、定制化生产、

前导式营销、专业化安装为一体的完整系统解决方案。 

  1、研发模式 

  公司致力于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紧跟政策及行业发展趋势，前瞻性的开展产品研发工作，探索

新的产品应用场景，持续建设公司高水平的研发创新管理机制。经过将近 20 年的不断发展和积累，公司在研发过程中保

持内部的高效沟通的同时，与客户充分沟通，及时跟进了解客户需求进而优化调整设计方案，具体体现为亲临客户方现

场查看项目环境等情况，充分了解客户的诉求并设计出让客户满意的产品。 

  2、采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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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根据订单情况组织采购，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及钢材等通用原材料市场的情况，保持一定原材料的安全备货。

采购部门根据主要生产计划，统一安排采购。公司对供应商实施严格的考核、评价与选定体系，建立了合格供应商档案，

对档案内的供应商的供货速度、供货质量及售后服务等方面严格按标准执行。公司与多家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

关系，保证了公司原材料供应的稳定性与成本方面的竞争力。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的产品属于非标准化产品，采用定制化生产模式。公司以销定产，根据订单情况组织安排生产，并编制月度、

季度及年度的生产计划，合理安排生产。公司采购的原辅材料、配套部件主要包括钢材、胶带、电动机、减速机等，对

安全性、可靠性、精密度、集成能力要求较高的核心部件主要采取自行生产方式，对于部分技术含量不高、相对简单的

工序采取外协加工方式。 

  4、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前导式营销的销售模式，即通过对原有客户技术需求、工程需求以及产品设计参数的整理更新过程，并根据

经营实践中客户实施有效的产品（服务）和需求跟踪，包括产品的改型、功能、附加设备（装置）等建议，与企业技术

人员进行沟通，前瞻性地提出产品创新及改良建议并再次收集客户的使用反馈，用于后续产品升级、更新。公司为客户

提供技术型、顾问式服务以及定制化产品，深度参与终端客户新产品开发，增加客户粘性。公司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批

量生产的一致性是维持客户稳定的重要保障，公司对产品质量的控制贯穿生产环节及售后服务环节，确保客户使用的产

品符合质量要求，在国内同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三）产品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势 

  输送机械行业属于全球化竞争，竞争较为激烈。公司以“深耕输送、协同发展”为战略方针，在输送机械领域深耕细

作，致力于成为“全球智能输送系统的引领者”。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探索，公司在技术研发、人才团队、品牌项目、产

品布局、市场客户等方面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公司借助四川省智能环保输送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四川省企业技术中

心、自贡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和西南运输机械技术研发中心等研发系统平台优势，掌握了多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核

心技术，对输送机械的大运量、低功耗、大倾角、长运距、小曲率转弯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完成了多个国内外难度系

数较高的输送系统方案，多项产品及项目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公司生产的管状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通用带式输送机系统、移置式带式输送机等产品广泛运用于港口

码头、煤炭矿山、冶金电力等行业，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过硬的产品品质、高效的服务体系在客户中取得了不错的口

碑，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公司携手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大型国企开展“一带一路”业务，产品出口俄罗斯、土耳其、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通过产品性能和服务优势的集中体现，建立了稳定的客户合作关系，并持续提升品牌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四）业绩驱动因素 

  1、政策驱动 

  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客户对于产品的节能环保、智能制造、质量水平等性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输送机械行业也有了

新的发展方向和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和政策前沿，对产品进行升级迭代以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

求，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2、研发驱动 

  公司重视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瞄准世界先进技术，倾力搭建技术创新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优化资源

配置，进一步完善研发机制。 

  3、市场驱动 

  公司加快推进生产车间及生产线设备的技术改造，较大幅度的提升了生产运营效率。从源头上紧抓产品质量，实现了

原材料入库、生产过程管理、交付使用的全流程质量把控，使公司的产品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进而增强了客户对公司

产品的认可度。公司未来会进一步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升自主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 

  4、管理驱动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建设，配齐配强管理团队，提升公司财务资金管理效率和业务运

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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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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2,620,801,894.09 2,384,218,878.71 9.92% 1,884,115,68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35,457,781.38 1,769,989,140.59 3.70% 1,162,920,795.79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914,482,705.09 787,952,586.20 16.06% 690,941,27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6,336,696.32 85,299,999.81 1.22% 101,269,57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9,516,108.70 82,190,788.14 -3.25% 101,380,81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751,961.90 71,998,774.83 -3.12% 103,144,563.7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67 -19.40% 0.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4 0.67 -19.40% 0.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79% 7.06% -2.27%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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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903,304.41 215,925,130.74 122,022,769.06 432,631,500.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114,987.36 15,825,417.73 18,269,843.42 31,126,44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9,827,710.37 12,347,625.69 16,223,126.24 31,117,64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288,803.67 20,095,295.46 6,762,917.15 86,182,5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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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7 年度报告 10,938 报告期末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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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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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友华 
境内自然

人 
47.90% 76,634,000 76,634,000   

自贡市博

宏丝绸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06% 22,500,000 16,875,000   

自贡市华

智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25% 10,000,000 10,000,000   

横琴天利

信和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天

利信和价

值行业精

选 1 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64% 4,221,223 0   

深圳创富

兆业金融

管理有限

公司－创

富福星五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3% 4,215,164 0   

冯浩 
境内自然

人 
1.44% 2,300,000 0   

温萱 
境内自然

人 
0.93% 1,486,800 0   

李剑钊 
境内自然

人 
0.71% 1,131,900 0   

张俊乐 
境内自然

人 
0.63% 1,003,324 0   

SUMMER 

HARVEST   

LIMITED 

境外法人 0.59% 95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吴友华与自贡市华智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曾玉仙为夫妻关系。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1、温萱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29,300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757,5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86,800股。 

2、张俊乐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1,003,324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03,32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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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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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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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四川省自贡运输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友华 

                                                                         2023 年 3 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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