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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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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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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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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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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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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

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0.50元（含税）,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307,000,000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

15,350,000.00元（含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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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轮电梯 603321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晓军 陈冰冰 

办公地址 绍兴市柯北工业园区齐陶路888号 绍兴市柯北工业园区齐陶

路888号 

电话 0575-85660183 0575-85660183 

电子信箱 guoxj@zjml.cc chenbb@zjml.cc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梅轮电梯于 2017 年 9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主要从事客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及配套件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整机产品的安装和维保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客梯、货梯、医

梯、观光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及配套件，广泛应用于住宅、商场、酒店、公共



设施等诸多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如下： 

1、电梯 

类型 图示 产品名称 型号 额定载重 额定速度 

乘客电梯 
 

曳引式客梯 ML-HK ≤2000kg ≤10m/s 

观光电梯 ML-G ≤2000kg ≤4.0m/s 

病床电梯 ML-B ≤2000kg ≤4.0m/s 

曳引式客梯(原品牌) ML-K ≤2000kg ≤1.75m/s 

无机房客梯(原品牌) ML-W ≤2000kg ≤1.75m/s 

曳引式客梯 ML-PE01 ≤1000kg ≤1.75m/s 

曳引式客梯(进口) ML-K ≤1600kg ≤3.0m/s 

无机房客梯(进口) ML-W ≤2000kg ≤1.75m/s 

无机房客梯 EC3 ≤1150kg ≤1.75m/s 

无机房客梯（浅底坑） EC3 ≤630kg ≤1.0m/s 

消防电梯 FSLX ≤1600kg ≤4.0m/s 

别墅电梯 ML-M ≤400kg ≤0.4m/s 

载货电梯 
 

无机房载货电梯(原品牌) ML-WH ≤2000kg ≤1.75m/s 

无机房货梯 ML-WH ≤3000kg ≤0.5m/s 

无机房汽车电梯 ML-WQ ≤3000kg ≤0.5m/s 

曳引式货梯 ML-H ≤3200kg ≤1m/s 

曳引式货梯 ML-H ≤8000kg ≤0.5m/s 

汽车电梯 ML-Q ≤8000kg ≤0.5m/s 

杂物电梯   杂物电梯 ML-Z ≤300kg ≤1.0m/s 

2、扶梯、人行道 

类型 图示 产品名称 型号 提升高度 速度 角度 

自动扶梯 
 

自动扶梯 ML H≤24.09m ≤0.5m/s ≤30° 

自动扶梯 ML H≤20.4m ≤0.65m/s ≤30° 

自动扶梯 ML H≤9m ≤0.65m/s ≤30° 

自动扶梯 ML H≤6m  ≤0.5m/s ≤35° 

自动人行道 
 

自动人行道 FSL 系列 L≤80.2m ≤0.5m/s 0° 

自动人行道 ML L≤40.88m ≤0.5m/s ≤12° 

自动人行道 FSL(SDS)系列 L≤37.24m ≤0.65m/s ≤12° 

自动人行道 ML L≤30m ≤0.5m/s ≤12° 



（二）主要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全产业生产运营模式，从物料采购到生产制造，从研发设计到安装维保，从物流配

送到营销网络，涵盖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注重电梯产品的全产业链可控性，为客户提供安全可

靠的电梯相关产品。 

1、采购模式公司采购的物料主要有原材料、电梯外购件、外协配套件、生产辅助材料等。公

司的物料采购由采购部与生产部执行。采购部负责规范市场信息的收集，对供应商进行选择、开

发、评审、确定和跟踪，并建立供应商档案；分析并调整采购策略和采购价格，保持采购成本的

优化；负责采购资料管理，供应链（包括供应商管理、物料供应过程的异常处理、质量问题）管

理，进行供应商资料库的维护工作。 

公司根据市场和自身发展的情况，制定生产计划。生产部根据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物料

需求由物料申请部门根据目前库存状况、产能、订单要求等综合情况提出，并开具外购申请单，

生产部根据外购申请单结合正常采购周期等情况制作采购订单，经相关权责人员审批后进行采购。

采购订单发出后，采购订单的签发人应当对订单的状态包括交货情况和产品质量及时进行跟踪。

采购产品验证参照《进料检验规范》执行。供应商选择原则上必须是合格供应商。当有特殊情况

需临时向非合格供应商采购时，应征得部门主管批准。当采购物资不合格时，由质量部出具质检

说明，填写《不合格品评审处置单》，提交生产部及技术研发部会审，经审批后进行退货或降级处

理。生产部、销售部、质量部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各部门间通力协作，及时沟通，保障

产品生产计划，保证产品质量。 

2、生产模式 

公司严格按照合同（订单）进行“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由于不同建筑物及客户对电梯的装

饰、规格、安装方式、性能指标往往有不同的要求，因而电梯产品中绝大部分为定制产品，公司

一般根据客户订单的参数要求提供定制产品，形成了“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即根据客户的订单

采购所需原材料并按照业务计划生产。 

3、营销服务模式 

（1）产品销售模式 

公司电梯产品销售包括内销和外销两个部分，主要以内销为主，内销采取直销与经销相结合

的模式，外销采用以经销为主的模式。 

（2）居间服务模式 

在直销模式下，公司为扩大销售规模，保持市场竞争地位，公司会采用居间服务模式推广业



务，即公司在产品直销时，通过从事相关业务的居间商的介绍而促成交易，最终与客户直接签订

销售合同。 

（3）安装维保模式 

1）安装模式公司电梯产品销售时，相关产品的安装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①在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直销大包合同项目中，公司一方面需要向客户提供电梯设备，另一方

面也需要为客户提供电梯的安装服务。直销大包合同中明确约定有电梯的设备价款和安装价款（质

保期内维保免费），公司在完成电梯安装并取得监督检验机构颁发的检验合格报告后确认相应的安

装收入，并从客户处获取安装价款。针对大包合同项目中的安装服务，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将电

梯的安装业务委托给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安装维保公司进行，公司对该安装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及监

控，并支付相应的安装成本。该第三方安装维保公司不仅要具有相关部门认定的资质，而且也要

通过公司对其的审核认证。为保证电梯安装的质量，如果该地区经销商具有安装资质，公司一般

会将安装业务委托给该经销商进行。此外，公司对重大政府项目及周边地区的项目等，也存在自

行安装电梯的情况，在自行安装电梯过程中，会外购部分辅助安装工程劳务。 

②在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直销买断设备项目中，公司只需向客户提供设备，而不负责设备的安

装，合同中只包含设备价款。在这种模式下，电梯设备的安装经公司同意，由客户委托具有安装

资质的公司进行电梯安装，公司对该安装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及监控。 

③经销商经销项目中，公司只需向经销商提供设备，而不负责设备的安装，经销合同中只包

含设备价款。在这种模式下，经公司同意，最终客户与具有安装资质的经销商或具有资质的第三

方安装维保公司签订安装合同，公司对该安装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及监控。 

公司对于第三方安装单位的监控指导措施主要有：1）制定电梯安装安全及合作单位的选择标

准，检查安装单位有无取得相关许可资质、有无办理开工告知和监督检验手续；2）提供安装技术

指导，对合作单位的安装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保护措施进行评审，指派工程技术人员现场或通过

远程监督的方式对安装工程进行技术指导；3）加强电梯安装工地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派技术人

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巡查，检查开工告知内容是否与现场相符，有无非法转包、分包和无证上岗行

为等。 

2）维修保养模式 

公司电梯产品销售时，相关产品的维修保养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①在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直销大包合同项目中，公司一方面需要向客户提供电梯设备，另一方

面也需要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为客户提供免费维保服务。针对大包合同项目中的维保服务，一



般情况下，公司会将电梯的维保业务委托给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安装维保公司（与安装业务同时委

托）进行，公司对其提供技术支持及监控。该第三方安装维保公司不仅要具有相关部门认定的资

质，而且也要通过公司对其的审核认证。为保证电梯维保的质量，如果该地区经销商具有安装维

保资质，公司一般会将维保业务委托给该经销商进行。此外，公司对重大政府项目及周边地区的

项目等，也存在自行维保的情况。 

②在公司与客户签订的直销买断设备项目中，公司只需向客户提供设备，而不负责电梯后续

的维保。在这种模式下经过公司同意，电梯的维保由客户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维保单位进行，

公司对其提供技术支持、质量监控。 

③经销商经销项目中，公司只需向经销商提供设备，而不负责电梯后续的维保。在经销模式

下，经过本公司同意，具有资质的经销商或第三方维保单位可以直接向客户提供维修、保养服务，

公司对经销商或第三方维保单位提供技术支持、质量监控以及有偿或无偿的提供部分需更换的电

梯配件。 

另外，除上述电梯销售时的维保业务外，公司也会在公司所在地及自有品牌产品较为集中的

地区承接部分质保期外的日常电梯维保服务。 

（三）行业发展情况 

电梯行业作为城市建设及房地产行业的配套产业，因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房地产调控政策

的颁布，其下游需求增速放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但未来的十几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仍将使

得配套城市发展的电梯行业保持增长，供需矛盾、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仍有进一步的释放空间。

同时，老旧电梯逐年增加，行业由以往的房地产、基建增量驱动正逐步转变为新梯、更新改造、

既有建筑加装电梯的多轮驱动。公司仍看好电梯主业未来发展前景，将维持对梅轮品牌、渠道升

级以及服务质量提升等的资源投入。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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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615,422,460.82 1,533,359,798.14 5.35 1,508,883,871.62 

营业收入 736,956,590.28 737,618,831.68 -0.09 731,900,55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590,249.05 50,141,980.59 -21.04 76,644,43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25,956,835.29 21,374,581.85 21.44 60,166,991.70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57,664,933.05 1,025,855,253.10 3.10 1,004,156,98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2,445,559.94 64,110,995.11 59.79 93,249,931.4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6 -18.75 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3 0.16 -18.75 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77 4.95 减少1.18个

百分点 

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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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34,376.02 208,885,902.95 181,252,025.38 235,184,28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32,972.25 19,687,810.74 6,890,729.09 8,678,7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804,714.39 10,294,602.19 6,147,584.18 8,709,934.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1,163,840.04 55,785,699.99 49,806,542.23 38,017,157.7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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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4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548 

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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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钱雪林   110,722,000 36.07 110,722,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钱雪根   80,178,000 26.12 80,178,000 无  境内自

然人 

余丽妹   15,350,000 5.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屠晓娟 -2,370,100 10,719,900 3.49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铼根 -2,200,000 6,675,000 2.17   无  境内自

然人 

王海霖 2,122,488 2,122,488 0.69   无  境内自

然人 

孙丽 1,925,900 1,925,900 0.63   无  境内自

然人 

陈珍 1,900,015 1,900,015 0.62   无  境内自

然人 

赵路涛 1,699,300 1,699,300 0.55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耀武 1,193,788 1,193,788 0.39   无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钱雪林先生与钱雪根先生是兄弟，为一致行动人。除

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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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3,695.66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0.09%；营业成本

为人民币 55,281.3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13%；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959.0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1.04%；基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13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塔德”） 

江苏施塔德电梯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塔德安装”） 

佳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升”） 

浙江梅轮电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轮工程”）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

“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钱雪林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20 年 4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