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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公司主要从事高空作业机械和工业车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

品包括高空作业平台和叉车，大量应用于船舶制造、大型设备维修、

地铁、车站、码头维护、建筑施工、仓储物流等行业。2014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3.74 亿元，同比增长 9.7%；实现归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9,196.44 万元，同比增长 10.01%。 

 

高空作业平台产品成为公司发展的重心。2011-2014 年，公司逐渐缩

减叉车业务，专注于高空作业平台产品，2014 年，公司高空作业平台

业务营收占比已达到 95%以上。高空作业平台将是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的主导方向，其生产规模将在符合市场趋势的条件下合理、有序扩大。 

 

发展规划方面。在国内市场，争取在 3-5 年内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及公司研发等情况，适时适量完成产品研发、

产能扩建，动态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力争五年内在国内市场实现40%

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外市场，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开

拓新兴市场，扩大销售网络。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包括年产 6000 台大中型高空作业平台项目以

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项目旨在扩大公司高空作业平台的生产规模并

提升产品质量，计划新建厂房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以形成一条高效、

环保的高空作业平台生产线。建成后，新增高空作业平台产能 6000

台/年。 

 

合理估值：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1.56/2.0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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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 倍，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39-46.8 元。 

 

风险提示：国内市场发展低于预期；海外市场营销网络发展及市场开

拓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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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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5 万股，本次公司发行 1,62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 25%。许树根先生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许树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8.82%的股权，通过中鼎投资间接持有 8.56%的股权，合

计持有公司 77.38%的股权。 

图 1：公司股权结构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1.2. 主营业务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高空作业机械和工业车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分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高空作业平台，包括直臂式、曲臂式、剪叉式、桅柱式、门架式和

桅柱爬升式共六大系列产品；第二类是叉车，包括全电动叉车、半电动叉车和手动

叉车共三大系列产品。公司的产品大量应用于船舶制造、大型设备维修、地铁、车

站、码头维护、建筑施工、安装和物流仓储等行业。公司是《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安全规则、检查、维护和操作》、《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操作人员培训》、《升降工

作平台 导架爬升式工作平台》和《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带有特殊部件的设计、计

算、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装有非导电（绝缘）部件的移动式升降工作

平台》四项国家标准参编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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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公司主要产品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在高空作业平台制造领域，公司以世界巨头为标杆，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始终站在技术的最前沿。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建有省级高新技

术研究开发中心，拥有国内顶尖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一支精通机械结构、液压系统、

电控系统的专业技术队伍，并与部队建立了紧密的技术合作关系，已取得：1、国

防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证、2、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3、武器装备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部队配套的民营企业之一。通过技术创新，公司已拥有专利

110 余项，其中发明专利 27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2 项，产品的核心技术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被认定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参与制定国家标准五项，行业标

准三项。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先后承担并完成“重大科技专项”和国家火炬计

划项目，获得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一项。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

业，浙江省绿色企业，标准创新型企业，创新型试点企业,一跃成为中国高空作业平

台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 

 

2. 行业概况 

2.1. 高空作业机械 

高空作业机械的应用领域多种多样，在市政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建筑物装修

和维护、船舶与飞机制造等行业都具有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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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高空作业机械分类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高空作业平台是一种新型登高作业设备，可替代吊篮、脚手架等传统登高机械，

能大幅提高高空作业的安全性及作业效率，广泛用于建筑施工、钢结构安装、室内

外装修、建筑物幕墙清洗、仓库、超市、大型设备制造、机场、车站、大型展馆。 

和高空作业车相比，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的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在举升结构、行驶动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

适应大量不同应用场合的需求。举升结构上，直臂式、曲臂式平台能够实现较高的

作业高度并具备良好的障碍物跨越能力，适合建筑施工、大型设备制造检修等工业

应用；剪叉式平台具有优异的稳定性和载重能力，根据型号尺寸不同，既可以用于

室内也可以用于室外作业；铝合金桅柱式自重轻、体积小，适合室内装饰及维修作

业；门架式结构简单、稳固，体积小且具有一定的载重能力，广泛用于仓储物流领

域；桅柱爬升式结构在最大可达高度上非常突出，并且可以和施工对象锚定，在房

屋建造领域是替代脚手架的理想工具。除举升结构的多样性，在行驶动力上，高空

作业平台既有内燃机驱动也有电动机驱动，其中内燃机提供更加强劲的动力源，同

时搭载液压发电机可为工作平台提供独立电源，该类产品广泛应用于大载重量及室

外工业操作；而配备电动机的底盘则是以电瓶驱动，实现了零排放、低噪音，因此

更加环保，适合大多数室内应用。 

第二，高空作业平台可以在举升结构保持伸展状态的条件下进行底盘移动从而

实现多点作业。相比之下，高空作业车由于底盘稳定性和承载能力等因素限制，其

举升结构升高时必须以展开底盘上的稳定支腿为前提。同时，其行驶移动也必须以

举升机构和稳定支腿的收回为条件。这就使得其变换工位的过程复杂性提高，需要

多人协作才能完成。而自行走高空作业平台采用专用底盘设计，一般情况下不需要

打开稳定支腿，可以在举升机构保持升高的状态下，由处于高处的作业人员直接从

控制台驱动底盘行驶从而实现在高空作业工位下移动机器并连续作业，大大提高了

作业工效。 

 

2.2. 高空作业平台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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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欧美地区概况 

欧美地区是全球高空作业平台消费的最大市场。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

国家在高空作业平台的销量增速上有所放缓，但在绝对量上依然是全球最大。 

在欧美市场中，终端用户往往并不是直接购买而是通过向租赁公司租赁来使用

高空作业平台产品。这些国家的工程机械租赁业已经非常成熟并具有较大的规模，

2006 年北美地区共有租赁门市部 3412 家，租赁设备的价值达 90.61 亿美元。美国

几乎每个乡镇都有 1-2 家租赁公司从事高空作业平台的出租业务。这大大降低终端

用户的首次使用成本和维护成本，有力推动了高空作业平台应用的普及和行业发

展。同时，也使租赁公司的设备采购成为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企业在欧美市场上的重

要需求来源。 

大量终端用户通过租赁获得高空作业平台的使用是美国高空作业平台市场的

一个显著特点。。根据 Ducker Worldwide 的研究报告《IPAF Powered Access Rental  

Market Report USA - 2014》，美国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收入在 2013 年为 72 亿美元，

并预计在 2015 年将突破 85 亿美元。 

图 4：美国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租赁收入   图 5：美国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设备存量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照顾说明书，东北证券 

 

随着租赁业务的增长，租赁商开始扩充设备存量以抢占市场，据该报告统计，

2013 年年底美国租赁市场设备存量为 48 万台，预计 2014 年底将达到 52 万台。 

欧洲高空作业平台市场的消费格局和美国基本相同，租赁商同样是最主要的需

求者。Ducker Worldwide 对 10 个欧洲国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

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的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进行了调研。 

图 6：欧洲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租赁收入   图 7：欧洲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设备存量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数据来源：照顾说明书，东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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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美国和欧洲之间较高的经济关联度，它们在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场也基本

保持了同步的趋势。Ducker Worldwide 预计 2014 年底 10 个欧洲国家（丹麦、芬兰、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租赁市场的租赁收入将

超过 23.5 亿欧元，而设备存量则将达到 23.8 万台。 

 

2.2.2. 国内行业概况 

我国高空作业平台市场容量较小，高空作业平台产品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

在于国内高空作业平台发展较晚，国内市场对本行业认识度不高，相关法律法规也

不健全，客观上阻碍了行业的发展壮大。 

虽然国内市场尚处发展初期，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高空作业平台的需

求量也高速增长。一方面是，生产安全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工人对于工作的

安全性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竞争越来越大，相关单位对提高施工效

率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这就促使施工设备的升级；再一方面，国内人工成本上升

和用工紧张的趋势在近年来愈发明显，这为机械化作业替代人工作业、高空作业平

台替代传统高空作业工具提供了良好机遇。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国

高空作业平台行业的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放缓，高空作业平台的

市场需求也出现下滑或是增速放缓，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强大的

经济活力迅速恢复增长，成为全球高空作业平台市场的重要增长点。这使得全球各

大高空作业平台厂商更加重视新兴市场战略，重视中国市场。截至 2011 年底，国

际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业两大巨头 Terex 和 JLG 都已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 

 

2.2.3. 行业竞争格局 

国际市场上，欧洲、北美和日本目前是高空作业机械的主要生产地。规模较大

的几家高空作业机械生产商包括美国的 Terex、美国的 JLG、法国的 Haulotte，加拿

大的 Skyjack 和日本的 Aichi。这些厂商的品牌知名度高而且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根据《access INTERNATIONAL》的排名（2014 年 6 月），2013 年全球高空作业

机械前 20 强制造商销售收入共计 82.2 亿美元，其中上述 5 家公司的销售收入总

额为 58.5 亿美元，占前 20 强销售总额的 71.2%。 

从技术水平和产品结构来看，上述 5 家公司凭借其雄厚的研发实力和制造能

力、全系列的核心技术，推动了高空作业机械信息化、智能化以及节能环保的潮流，

引领着市场需求与产业升级，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掌握着全球高端市场。中国及

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制造商的产品性价比优势明显，竞争力正在上升。随着这些国家

对相关技术的消化、吸收，其本土制造商的部分产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始逐

步进入高端产品市场。 

我国本土的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企业中有较多企业产销规模偏小，产品规格不

全，未形成系列，相关研发能力不足。产品的供求关系方面，中高端以下的产品领

域存在一定竞争，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较多，且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在高端产品方

面，如大高度的臂架式高空作业平台、大载重量的越野剪叉式平台由于受技术能力

限制，国内生产企业很少，仅有浙江鼎力等少数企业能够提供。在定制产品方面，

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卓越的研发能力，公司已多次为不同客户提供经过定制设计

的特殊用途产品，并获得成功应用，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 

我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总量稳定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空作业平

台作为建筑施工机械化的重要装备其应用领域快速向下游各行业延伸并形成了行

业需求不断扩大的趋势。建筑业、装备制造业、建筑物清洗维修、仓储物流、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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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领域中高空作业平台普及率提升是驱动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的供给保持了同步增长的趋势。

一方面是国内原有高空作业平台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是行业

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新的竞争者加入。受到国内生产成本优势和强劲的市场潜力等因

素吸引，国际巨头纷纷投资中国市场设立生产中心，大大加快了我国高空作业平台

供给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正式投产的两大外资生产企业分别是特雷克斯（常州）机

械有限公司和捷尔杰（天津）设备有限公司。与此同时，我国自己的高空作业生产

商也在加快壮大，如浙江鼎力、京城重工、湖南星邦，通过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

术，不仅在性能和质量上接近国际知名品牌产品，而且具有突出的性价比优势，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3. 公司主营业务及财务情况 

3.1.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高空作业机械和工业车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分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高空作业平台，包括直臂式、曲臂式、剪叉式、桅柱式、门架式和

桅柱爬升式共六大系列产品；第二类是叉车，包括全电动叉车、半电动叉车和手动

叉车三大系列产品。公司的产品大量应用于船舶制造、大型设备维修、地铁、车站、

码头维护、建筑施工、仓储物流等行业。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主要产品是高空作业平台和叉车，其中高空作业

平台的营业收入以及占比都呈上升趋势。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高空作业平台是未

来业务发展的主导方向，其生产规模将在符合市场趋势的条件下合理、有序扩大。 

公司在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等地区长期维持品牌存在，并在部分

地区占据了相当规模的市场份额，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和可靠的质量保证，树立了

良好的品牌形象。报告期内，公司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的出口逐年增长。出口金额由

2012 年的 13,912.23 万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20,904.45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22.58%。在国内市场上，公司凭借雄厚的研发实力、丰富的产品线，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高，报告期内，公司高空作业平台产品的国内销售收入从 2012 年的 8,348.59 万

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14,496.83 万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31.77%。 

公司高空作业平台各类产品产能总计 5000 台，近三年公司产能利用率保持在

110%以上，面对未来的发展，产能扩张势在必行。叉车业务将逐渐退出。 

图 8：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和销量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3.2. 公司财务情况 

2014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74 亿元，同比增长 9.7%；实现归母公司股东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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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9,196.44 万元，同比增长 10.01%。 

图 9：2011-2014 公司营收及增速  图 10：2011-2014 公司归母净利润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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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收入结构看，公司营收主要来自高空作业平台业务，叉车业务正在逐步缩减，

符合公司大力发展高空作业平台的长期规划。2014 年公司高空作业平台业务实现收

入 3.54 亿元，同比增长 14.09%，受产能限制，增速相比前两年已经有所下滑。 

图 11：2011-2014 公司主要产品收入情况  图 12：2011-2014 高空作业平台收入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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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国外收入占比接近 60%，国内由于行业处在发展初期，需求快速增长，未

来增速可能超过国外市场。国外市场成熟，公司将大力拓展营销，扩大市场占有率。

公司在一些新兴市场，入大洋洲、亚洲等，发展势头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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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1-2014 公司国内外营收情况  图 14：2011-2014 公司国内外营收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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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4 年公司毛利率稳步上升，主要是因为公司高空作业平台业务收入占

比提升，而其毛利率远高于叉车业务。 

图 15：2011-2014 公司各业务毛利率  图 16： 2011-2014 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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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发展规划 

在国内市场，公司将加快研发中心建设，使公司逐步发展成为高空作业平台制

造行业内国际一流的技术研发平台，争取在 3-5 年内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另

外，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将在符合市场需求趋势的

前提下，不断提高产品技术水平，扩大高端产品生产规模，提高智能化、信息化产

品的比例。未来五年，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状况及公司研发等情况，适时适量完成

产品研发、产能扩建，动态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一方面持续满足主流市场，同时

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高端市场的地位。公司将以目前的行业地位为基础，进一步扩大

自身优势，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为契机，以已有的行业地位为有利条件，

迅速扩大业务规模，力争五年内在国内市场实现 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在海外市场，一方面，稳固现有的海外市场地位，推动公司现有主要销售国家

和地区的市场开发并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对目前销售的非主要国家和地区，进

行横向开拓。力争未来 5-8 年内，将海外经销商扩大到 200 家以上，租赁商扩大到

100 家以上，实现全球范围内覆盖 100 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在各大洲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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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销售市场建立核心销售网络，实现对其周边区域的辐射。通过与大型租赁商的合

作建立示范效应。 

 

4. 发行概况与募投项目介绍 

4.1. 本次发行概况 

本次发行 1,625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发行价格为 29.56 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 4.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4.4 亿元。 

 

4.2. 募投项目介绍 

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如下表所示： 

图 17：募投项目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抢占市场先机，公司已通过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项目

的投资。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首先利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

自筹资金。 

 

4.2.1. 年产 6000 台大中型高空作业平台项目介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旨在扩大公司高空作业平台的生产规模并提升产品质

量，计划新建厂房并引进先进生产设备，以形成一条高效、环保的高空作业平台生

产线。建成后，新增高空作业平台产能 6000 台/年。 

项目的实施，主要由两个目的。 

一方面是扩大产能。国内高空作业平台行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也

将出现一个高速增长期；同时，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高空作业平台市场的复苏以

及新兴市场的增长，使得高空作业平台行业面临着良好增长趋势。公司通过多年的

积累，综合竞争实力显著增强，所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性价比优势突出，出口量

年年增长。近年来，公司产品销量的快速增加已使公司产能潜力全部释放，受场地

和设备的限制愈发明显，产能不足成为公司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公司迫切需要扩大

生产能力，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 

另一方面，和国外先进厂商相比，公司高端产品生产能力偏小、在产品结构中

所占比例偏低。这大大影响了公司在高端市场上的竞争、市场份额的扩大，须尽快

扩大相关产品的产能，优化产品结构，满足市场趋势变化，巩固行业地位，增强市

场竞争能力。本项目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重点扩大高端和新型产品的产能，可

以有效解决上述矛盾，进一步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本项目建设期 21 个月，项目具体实施计划见如下表格。项目投产第一年达产

60%，第二年达产 100%。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项目已经开始实施，目前正处于上表中的“设备的

采购、安装和调试、试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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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项目实施进度 

 
数据来源：招股说明书，东北证券 

 

5. 合理估值区间 

 

     我们预测 15/16/17 年 EPS 分别为 1.56/2.0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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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0 倍，公司合

理价值区间为 39-46.8 元。 

 

 

6. 风险提示 

 

    国内市场发展低于预期；海外市场营销网络发展及市场开拓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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