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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向高效散料搬运系统专业综合服务商转型提升公司竞争力：公司是专业从事散料

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张

紧装臵、制动装臵、给料机和搅拌站。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及洗选、建

筑、港口码头、电力、水泥、制造、钢铁等行业。除了提供产品外，公司还通过

售前的解决方案设计和售后的维护保养，逐步形成了面向客户的专业化综合服务

模式，成为高端产品、专业化综合服务兼备的供应商。 

 

煤炭行业景气度下行拖累公司经营业绩：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0 亿元，

同比增长 2.83%，归母公司净利润 3,103.91 万元，同比下降 19.06%。从主营结构

看，矿山开采占比最高，2011 年-2014 年前三季度都维持在 65%以上，其中大部

分为煤炭类。由于煤炭采选行业景气度下行，进而拖累公司经营，导致公司销量

下降，产能利用率下降。因此，公司积极开拓其他领域客户，如建筑行业作为公

司 14年新开发的市场，当年前三季度就取得了营收占比达到 12.93%的成效。 

 

公司发展战略：未来三年，通过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和散料搬运设

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不断提升

自身整体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顺应产业结构调

整，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

开拓新领域并扩大市场份额，打造“五洋科技”知名品牌，实现企业做大做强。 

 

募投项目：本次募投项目包括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散料搬运设备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与主营相关的营运资

金。公司将在扩大产能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培养技术人才，并继续拓

展营销和服务，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合理估值区间：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38/0.45/0.54 元，参考同类

上市公司，同时考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理 PE 区间为

22-27 倍，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8.36-10.26元。 

风险提示：下游行业持续低迷；新领域客户拓展低于预期；产能建设及研发成果

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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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股权结构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6,000 万股，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2,000 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比例为 25%。本次发行前，侯友夫持有公司 1,266.05 万股，占本次发行

前股份总数的 21.10%，其配偶蔡敏持有公司 1,266.05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股份总

数的 21.10%，其母寿招爱持有公司 759.63 万股，占本次发行前股份总数的 12.66%，

三人合计持有公司 54.8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三

人持股比例变为 41.15%。 

图 1：公司发行前股权结构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表 1：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侯友夫 1,266.05 20.10 1,266.05 15.075 

蔡敏 1,266.05 20.10 1,266.05 15.075 

寿招爱 759.63 12.66 759.63 9.50 

刘龙保 926.24 15.44 926.24 11.58 

孙晋明 683.67 11.39 683.67 8.54 

汇银二号 150.00 2.50 150.00 1.875 

汇银四号 150.00 2.50 150.00 1.875 

陈亚评等 22名自然人股东 798.37 13.31 798.37 9.98 

A股社会公众股   2000.00 25.00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1.2. 公司简介 

公司是专业从事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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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状物料经常需要进行大量短距离连续运输。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散料的短距离连续运输主要采用散装化的模式，其流通过程需要由专业的散料搬运

设备构成的系统完成。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的有机组合可形成一个基本的散料

搬运系统，广泛应用于矿山开采、建筑、港口码头、电力、水泥、制造、钢铁等行

业。散料搬运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2：基本散料搬运系统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张紧装臵、制动装臵、给料机和搅拌站。2014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90 亿元，同比增长 2.83%，归母公司净利润 3,103.91 万元，同比下

降 19.06%。从主营机构看，张紧装臵营收占总营收比例为 56%，搅拌站营收占比为

20%。 

图 3：2014 年公司主营收入分类   图 4：2011-2014 年公司营收与净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由中国矿业大学多位教授、博士联合发起成立，自 2001 年成立以来，一

直致力于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技术研

发、创新和综合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以中

国矿业大学为技术依托，产、学、研相结合，拥有一流的技术、研发和实验中心，

公司专职研发人员 40 人左右，占总员工比例 15%以上。  

除了提供相关产品外，公司不断注重强化服务能力，逐渐将研发设计方面的优

势延伸至专业化综合服务中，通过售前服务为客户提供系统配臵解决方案等增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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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根据用户不同要求，设计合适的散料搬运系统配臵方案，并根据方案提供多样

化的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通过售后服务确保产品在客户现场稳定地运行并持

续满足客户的动态需求，逐步形成了面向客户的专业化综合服务模式，成为高端产

品、专业化综合服务兼备的供应商。 

通过多年的发展，公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科工集团、中交一航局

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太原向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大型能源及机械制造企业形成了

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 

 

2. 行业概况 

2.1. 行业发展情况 

2.1.1. 散料运输设备 

 

从国际市场来看，发达国家的散料搬运设备制造业起步较早，通过多年的发展，

现已进入比较成熟阶段，技术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相比国内产品，价格高及

售后服务滞后等劣势明显，不受国内市场青睐。 

国内散料搬运设备制造企业众多，经过多年的摸索，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吸

收国外先进技术，到合作设计制造，再到自主研发设计的过程，国内散料搬运设备

制造企业发展呈现差异化，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低端、中端和高端产品区别明显。

随着下游客户对产品可靠性和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高端散料搬运设备将会迎来新

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未来发展前景良好。近几年，行业中出现了包括公司在内的一

些技术实力雄厚的企业，这些企业的研发设计水平较高，此类企业的出现不仅有助

于其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不断优化产品性能、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市场竞

争力，同时也推动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成为行业不断优化结构、持续

健康发展的生力军。 

散料搬运设备在矿山开采及洗选、建筑、港口码头、电力、水泥、制造、钢铁

等行业均得到广泛的应用，作为需求导向型行业，其市场容量与下游行业发展状况

及固定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某些下游行业如煤炭，已处于产能过剩的阶段，势

必影响散料搬运设备的整体需求情况。不过，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持续推

进，以及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基建有望迎来一波新的高潮，从而带动散料搬运设备

需求增长。 

近年来，散料搬运设备向着高效节能的趋势发展。随着下游行业经营规模的扩

大，散料搬运量有所上升，对于散料搬运设备的工作效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散料

搬运设备运行速度的提高，必然要以高性能作支撑。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下游行业转

型升级的需求使得散料搬运设备行业将更加注重核心装臵的技术研发，通过对机电

液等相关专业先进技术的综合运用提高核心装臵的技术水平，从而提高设备的运行

效率。同时，随着各个下游行业对散料搬运过程中能耗的关注，技术水平较高的企

业可以在保证系统安全性能的前提下，提高运行效率，有效地节约能耗。 

同时，从纯粹设备制造商向“制造+服务”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商发展，是行业

内企业的发展趋势。散料搬运设备虽然是通用机械设备的一种，但是由于下游客户

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使用条件不同，对于产品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根据客户的需求

提供合适的设计方案、并根据设计方案提供相应的产品和售后服务从而形成专业化

综合服务将成为散料搬运设备制造商持续发展所需具备的重要能力之一，也将成为

散料搬运设备制造商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目前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如公司等已经开始

通过售前的技术咨询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系统配臵方案，根据方案提供相应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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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配套的售后服务，形成专业化综合服务效应，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细分部件来看，2007-2011 年我国张紧装臵的市场销售量和销售额一直呈现上

升的趋势，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14.64%和 20.30%，2012 年增速明显放缓，销售额

仅增长 0.3%，2013 年则同比减少 4.3%，可见需求呈现增速放缓的态势。 

图 5：2007-2012 年张紧装臵市场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当前国内许多行业仍然大量使用机械和半自动张紧装臵，但由于这两种张紧形

式存在的种种弊端，近年来市场需求逐步以液压自控张紧装臵为主。 

制动装臵与驱动装臵的配臵比例为 1:1，在复杂的作业环境中，用户往往根据

系统的实际情况，增加驱动装臵的数量，所需制动装臵也相应增加。带式输送机用

制动装臵市场销售额经历了 2007-2011 年 19.93%的复合增长后，2012 年增速放缓至

10.40%，2013 年则下降 10.17%，增速趋势基本和张紧装臵吻合。 

图 6：2007-2012 年制动装臵市场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1.2. 搅拌站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在未来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国

家将重点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保

障性住房建设体系，强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在未

来城镇化推进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散状物料加工后的建筑材料，这为搅拌站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契机。此外，近年来出于环保考虑，关于禁止在建设现场进行混凝土搅

拌的规定已由各大一、二线城市扩展至三、四线城市及其下属行政区域，各地政府

均出台了相关规定或通知，这也刺激了对搅拌站的需求，且由于大中型搅拌站具有

结构简化和节省工程建设投资的突出优点，可降低成本、缩短工期，因此预见未来

搅拌站的市场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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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业竞争情况 

由于国外产品售价一般为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 5-8 倍，且无法及时提供相应的

售后服务，国外产品在国内占据的市场份额极小；并且随着国产设备技术水平得到

较大幅度的提高，我国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市场基本被国内企业所占据。 

我国从事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制造的厂商众多，呈金字塔结构分布，整个

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比较激烈。其中，低端产品制造商研发设计能力薄弱，

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专业化综合服务缺失，因此利润水平较低，处于行业金字塔的

底部。中端产品制造商虽具备了一定的研发能力，但产品技术水平不高，服务能力

有限，利润水平与低端产品制造商相比有所提高，处于行业金字塔的中部。与上述

两类产品制造商形成对比的是行业中少数高端产品制造商，其研发设计能力雄厚，

产品技术含量较高，专业化综合服务较为完善，利润率水平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处

于行业金字塔的顶部。 

图 7：公司处于行业金字塔的顶端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在我国高端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市场中，随着包括公司在内的一些企业的

崛起，国产设备技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同时这些企业还将技术优势从产品研

发设计延伸至服务，充分发挥专业化综合服务的优势，通过客户需求收集、技术咨

询、产品配臵等服务，针对每一个客户的特点提供合适的系统设计方案，并在售后

提供持续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制造业的利润水平受技术含量的影响较大，并且行业

中不同实力的企业受原材料的影响程度不同。技术水平一般的中低端产品由于技术

门槛较低，竞争比较激烈，生产企业毛利率受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影响较大，毛利率

维持在 20%-30%。高端产品技术含量较高，可为下游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毛

利率受原材料价格变动的影响表现不明显，平均保持在 40%左右，处于行业较高的

水平。 

 

3. 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规划 

3.1.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创立于 2001 年，是国内较早进行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研发、设计、

生产和销售的供应商之一，在产品性能、研发实力、设计能力、服务水平、销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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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等方面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从 2011 年的 16,089.49 万元增长至 2013 年的 18,377.50 万

元，复合增长率达到 6.87%，2014 年 1-9 月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12,439.03 万元。

公司利用多种技术研发出的张紧装臵，具有较强的竞争力，2011-2013 年公司张紧

装臵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 8.02%、8.07%及 8.30%，在细分市场较为分散的格局下占

有率相对较高；公司自主研发的制动装臵和给料机，技术含量较高，产品性能较好，

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司自主研发的张紧装臵含有多项技术优势，包括不停机移动机尾张紧技术、

快速液压制动技术、输送带张力自适应控制技术等等。目前公司的张紧装臵包括固

定带式输送机用张紧装臵和可伸缩带式输送机用张紧装臵。前者主要用于调整输送

带的张力大小，与固定带长的输送机配套使用；后者不仅可以用于带长固定时输送

带张力大小的调整，还可配合实现输送带距离变化。 

图 8：张紧装臵产品图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自主研发的制动装臵中的柔性制动技术不仅可以保证制动减速度保持在

0.1～0.3m/s2 范围内，而且可以防止制动过程中减速度出现突变导致的输送带张力

的减小，避免了由制动减速度不当所造成的断带以及物料堆积等恶性事故的发生。

目前公司的制动装臵包括制动盘直径 800mm 至 2,000mm、制动器正压力 25kN 至

200kN 的多种型号产品。 

图 9：制动装臵  图 10：给料机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自主研发的给料机中的防窜仓技术在给料机正常工作时可预防窜仓事故

的发生，有效地控制并减小了窜仓事故对运输设备造成的严重损坏以及对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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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的危害。 

 

3.2. 公司财务情况 

公司 2011-2014 年营收基本保持稳定，但增速有所放缓；2014 年归母公司净利

润下降 19.06%，整体业务受下游行业影响，处于低迷时期。 

图 11：2011-2014 年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速  图 12：2011-2014 年公司归母公司净利润及增速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从各业务的产能利用率来看，2014 年前三季度公司张紧装臵、给料机、制动装

臵和搅拌站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89%、77%、84%和 30%，相比前几年有超过 100%的

产能利用率有明显的下降，这也正是导致公司营收下降的主要原因。 

再看各个业务板块，2011-2013 年公司张紧装臵的营收占比保持在 70%以上，

但呈现下降趋势，2014 年由于新业务搅拌站的加入，收入占比继续下降为 56%。从

各业务毛利率来看，公司主营产品的毛利率保护稳定，基本维持在 45%左右。也说

明公司营收及净利润增速的放缓是由于下游需求缩减导致销量下降。公司主要下游

行业是煤炭，市场景气度下降不言而喻。 

图 13：2011-2014 年公司各业务收入占比  图 14：2011-2014 年公司各业务毛利率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下游行业包括矿山开采（其中包括煤炭类和非煤炭类）、港口码头、电力、

水泥、钢铁、建筑等等。其中矿山开采占比最高，2011 年-2014 年前三季度都维持

在 65%以上，其中大部分为煤炭类，这也是为什么公司收入收到煤炭行业低迷影响

程度之大。另外，公司不断积极开拓其他领域客户，公司在建筑行业内收入占比为

12.93%，建筑行业作为公司 2014 年新开发市场，市场潜力较大；2014 年 1-9 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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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来自钢铁行业内的营业收入也有所上升，2014 年 1-9 月占比为 5.68%。 

图 15：下游客户行业分类收入  图 16：2014Q3 公司下游行业分类收入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2011 年至今，公司费用率基本稳定。2014 年公司毛利率下降的原因是加入了新

业务搅拌站，其毛利率低于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39.49%。与同行业公司比较看，公

司毛利率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图 17：2011-2014 年公司费用率情况  图 18：2011-2014 年公司毛利率与净利率情况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表 2：可比公司毛利率情况 

 2011 2012 2013 

盛运股份 31.28% 26.53% 31.70% 

天地科技 32.23% 28.98% 26.78% 

鞍重股份 46.46% 47.65% 50.50% 

华伍股份 38.53% 40.72% 37.01% 

可比公司平均值 37.13% 35.97% 36.50% 

公司 45.59% 45.77% 45.49%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3.3. 公司发展规划 

公司将继续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的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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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现全面的专业化综合服务，借助自身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在市场和技术方

面的优势，结合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把握国内散料搬运设备行业的发展机遇，

以自主研发为基础，通过产品开发、技术升级、综合服务专业化、提供标准化方案、

管理改进以及制度完善，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成为国内在技术水平及专

业化综合服务方面最具竞争力的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制造商。 

未来三年，通过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和散料搬运设备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以及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公司将不断提升自身整体技术水

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顺应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企业

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扩大市场份额，提高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打造“五洋科技”知名品牌，实现企业做大做强。 

 

4. 本次发行及募投情况 

4.1. 本次发行概况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6,000 万股，本次发行 2,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的 25%，发行价为每股 8.27 元，募集资金总额 16,54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13,147

万元。 

 

4.2. 募投项目介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围绕主营业务进行，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

目，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表 3：募投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期 投资预算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 1.5 年 16,158.00 7,554.00 

2 散料搬运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5 年 4,154.40 1,942.00 

3 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1 年 4,807.82 2,248.00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3,000.00 1,403.00 

合计 28,120.22 13,147.00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公司为了充分抓住市场机遇，扩大市场份额，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

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和资金需求，先行以自筹资金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臵

换。 

表 4：项目实施进度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1-12 月 13-18 月 19-54 月 

1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 16,158.00 7,810.00 3,348.00 5,000.00 

2 散料搬运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154.40 2,523.52 630.88 1,000.00 

3 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4,807.82 4,807.82 - - 

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3,000.00 - - 3,000.00 

合计 28,120.22 - - -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4.2.1.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介绍 

2011-2013 年，公司张紧装臵、给料机和制动装臵的产能利用率都已超过 100%，

2014 年随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主要下游行业煤炭采选整个行业低迷，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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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销量下降。随之公司对各个市场的开拓，产能仍未是一个限制公司发展的因素。 

本次募投扩产项目达产后新增年产张紧装臵 800 台、给料机 200 台和制动装臵

100 台的生产能力。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扩产项目建设期为 1.5 年，达产期为 3 年。项目建成

后第一年达产率为 60%，第二年达产率为 80%，第三年年达产率为 100%，达产后

每年新增营业收入为 15,790 万元，年新增净利润 3,070 万元。 

 

4.2.2. 散料搬运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有利于公司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提高产品性能。公司具备自主研发散料

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的核心技术能力，自成立以来，一直潜心研究散料搬运设备核

心装臵及设备的设计和应用技术，注重核心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团队的建

设。通过研发中心的建设，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研发、检测和实验能力，在机

电液一体化技术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的先进知识的综合应用，在产品设计过程中

通过运用信息融合技术，提高产品在运行过程中进行实时工况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

提供综合保护的能力，从而保证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促进

原有技术改造和新技术突破，加快推进产品的高新技术化，提高产品性能。 

    另外，此项目也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随着散料

搬运设备行业向高端化发展，在高端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市场的竞争中，由于

散料搬运核心装臵及设备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标准产品，客户关注的不仅仅是产品本

身，更加关注企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等配套服务的能力，专业化综合服务将成为行

业的主要竞争力。通过研发中心的建设，公司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依靠技术支

持，全面实现一揽子高效散料搬运系统解决方案，提供从售前到售后持续的专业化

综合服务，将技术优势与人才优势等资源转化为产品优势，将专业化综合服务能力

转换成核心竞争力，进而提高公司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产品在市场的占

有率，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研究中心的任务包括：1）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问题；2）技术研究与开

发；3）配合专业化综合服务的需要，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4）培养专业人才。 

 

4.2.3. 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目前，公司在全国范围内营销网络主要是依靠营销总监、大区经理及所带领的

营销业务团队完成。由于目标销售区域缺乏固定的办公场所，造成营销团队在商务

办公、业务开发、服务客户、人员招聘及售后等众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将在现有大区营销团队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升

级，建立起分布全国的营销中心和专业的营销队伍。在巩固和开拓现有重点区域市

场的同时，结合国家散料搬运设备行业的政策，加强公司销售薄弱区域的市场开发

与建设，挖掘出一些潜在的客户，保持公司销售业绩稳定增长。 

此外，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加强对营销业务员的技术

培训，在业务员中培养技术人才，使业务员能够具备独立完成常规产品的技术沟通

和方案设计以及大宗产品及复杂产品的前期技术沟通，进一步提升公司营销人员的

业务能力。 

本次营销网络与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是要在现有营销体系的基础上，在全国建立

17 个固定的营销中心，建成后主要起到商务办公、售前支持、售中服务和售后维护

等功能，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营销体系建设。 

 

4.2.4.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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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散料搬运设备制造在原材料和半成品上会占用较多资金，随着公司主营业

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对于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并且在更新设备、加快新

产品开发、拓展营销网络、提升品牌知名度等方面都需要营运资金的支持，同时，

行业内存在较多的并购整合机会，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公司抓住并购机会。作为民

营中小企业，目前公司的融资渠道和融资规模受到较大限制，流动资金的及时、足

额取得，将为实现公司业务发展目标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因此随着公司生产规模

的扩张，充足的营运资金是公司维持自身行业地位、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公司获得补充营运资金之后，可以将其投入到公司研发，促进研究成果迅速转

化为生产力，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也可以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适

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用于产品技术创新、营销网络建设、员工队伍

培训等，为实现企业战略规划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 

 

5. 合理价值区间 

 

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0.38/0.45/0.54 元，参考同类上市公司，同

时考虑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预期，给予其 15 年合理 PE 区间为 22-27 倍，公司

合理价值区间为 8.36-10.26 元。。 

 

 

6. 风险提示 

下游行业持续低迷；新领域客户拓展低于预期；产能建设及研发成果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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