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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

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

址 www.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昆船智能 

（二）股票代码：301311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4,00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6,000.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

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3.88 元/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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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 年修订），昆船智能所处行业属于 C 制造业—C34 通用设备制造

业。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1.54 倍，请投资者决策时参考。 

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发行人 A 股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

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

票收盘价

(元/股) 

2021年扣

非前 EPS

（元/股） 

2021年扣非后

EPS 

（元/股） 

2021年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2021年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300532.SZ 今天国际 19.64 0.2985 0.2680 65.79 73.28 

688557.SH 兰剑智能 35.60 1.1078 0.7508 32.14 47.42 

300486.SZ 东杰智能 9.05 0.1755 0.0952 51.58 95.04 

688360.SH 德马科技 26.76 0.8968 0.7468 29.84 35.83 

300024.SZ 机器人 10.16 -0.3628 -0.4948 -28.01 -20.53 

603611.SH 诺力股份 19.85 1.1236 0.9954 17.67 19.94 

688251.SH 井松智能 34.90 1.1491 0.9449 30.37 36.94 

688455.SH 科捷智能 16.11 0.4783 0.3811 33.68 42.27 

平均值 37.29 50.1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1 年扣非前/后 EPS=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T-4 日总股本； 

注 3：市盈率计算均值时剔除机器人。 

本次发行价格 13.88 元/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36.51 倍，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2021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50.10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 2022 年 11 月 15 日（T-4 日）发布的“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 31.54 倍，超出幅度为 15.76%，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的定价合理性说明如下： 

1、核心技术优势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十分重视核心技术的创新，通过多年技术积累，已掌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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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物流、智能产线领域的“系统总体规划与系统集成技术”、“数字化信息化技

术”、“智能装备定制化研发与生产技术”等主要核心技术。公司的核心技术以

自主研发为主且均应用于主营业务，核心技术中能够衡量核心竞争力或技术实力

的关键指标在本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拥有 133 项发明专利授权、380 项实用新型

专利授权、7 项外观设计专利授权、78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公司主持或参与制

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15 项。2019 年初至今，公司产品获得多项国家级、省市

级及行业协会奖项，并参与了多项重大科研项目。 

2、可提供一站式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链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积累，发行人已具备了为不同行业客户提供智能物流、

智能产线一站式、全链条整体解决方案的能力。 

在面临业务机会时，发行人可为各行业客户提供覆盖咨询规划、方案设计、

系统仿真、系统设备和软件定制化开发、核心物流设备、物流系统集成、安装调

试、售后服务等一站式的整体解决方案，完成交钥匙工程。覆盖全产业链的产品

和服务优势，可以使发行人更好更快地对客户需求做出响应，更深度地参与客户

项目实施过程并取得客户认可。 

3、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和核心技术装备提供能力 

智能物流系统、智能产线系统均具有高度定制化的特点，且涉及复杂的集成

技术和集成过程。发行人依托自身全链条整体解决方案的优势，可在自主规划设

计后，将核心设备、软件、控制系统等要素集成为系统，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定制化需求。 

除为客户提供定制化集成系统外，发行人还可根据客户需求，向客户或其他

系统集成商提供单独的核心技术装备（单机设备）、软件及控制系统。公司自主

研发设计的 AGV、RGV、堆垛机、切丝机、烘丝机、软件及控制系统等产品具

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发行人高度重视已有产品的升级改进和新产品的迭代

研发。 

强大的系统集成能力和核心技术装备提供能力可以保证公司的产品可以满

足各类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而提高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4、良好的品牌形象和优质的客户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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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凭借卓越的研发实力和规划设计能力、良好的产品品质和项目实施质

量以及丰富的行业经验，已在智能物流、智能产线领域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 

经过多年发展，发行人在烟草行业确立起较明显的优势的同时，已在下游各

行业树立起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建立了优质的客户资源优势。发行人通过实

施烟草、酒业、医药、快递电商、军事军工、汽车、家电、3C 等多个行业上千个

智能物流和智能产线项目，最终客户已覆盖中国烟草、华为、中兴通讯、山西汾

酒、舍得酒业、泸州老窖、网易考拉、浙江菜鸟、顺丰速运、京东物流、老板电

器、青岛海尔、伊利股份、云内动力、广汽集团、柳药股份、石药集团、九州通、

华东医药、天药股份、齐鲁制药、云南白药、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能建等

行业标杆企业及军事军工等政府部门。 

5、雄厚的研发创新实力和专业齐全的研发人才优势 

发行人高度重视创新研发。发行人建立了稳定高效的研发体系，搭建了由公

司总经理直接领导的研究院，作为公司技术创新体系的核心，技术研发涵盖系统

规划设计、工业软件、工业自动化、物流装备、烟草装备、计量技术、输送技术、

AGV 等研发体系，从组织保障体系上公司形成了较强的创新能力，以持续自主

创新推动公司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发展进步。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拥有研发人员 525 名，占员工总数的 24.96%，

硕士以上学历 88 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6 人，国内国际专家库各类技术专家 25

人。发行人多年来通过技术研发与大量项目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涵盖系统规划、

核心设备设计、系统集成、软件研发、设备控制等各方面的核心技术团队，建立

了行业内较强的人才队伍。 

6、稳定的经营战略和管理技术团队优势 

发行人长期以来聚焦于智能物流、智能产线领域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致力于为流通配送企业和生产制造企业持续地提供智能物流和智能制造定制化

整体解决方案及核心技术装备。长期以来，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经营战略清

晰、明确、稳定，业务管控体系完善，治理结构合理，运营管理规范，保证了发

行人在业务拓展方向的持续性。 

发行人的核心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团队均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而且在发行人

工作多年，长期保持稳定。稳定且富有经验的核心管理层和核心技术团队，既是



5 

公司过去快速发展并建立起行业领先优势的关键所在，也为公司未来把握行业发

展趋势、持续以创新驱动促进公司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下游烟草、军工行业准入优势 

在烟草专卖机械、军事军工领域，国家实施许可准入管理。目前发行人持有

《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具备军工相应资质，因此，发行人在烟草专卖机

械、军事军工等重要行业领域具有准入优势。特殊行业的准入优势有利于发行人

相关业务的稳定发展。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昆船工业区 401 大

楼 

联系人：唐英杰 

电话：0871-6317 2696 

传真：0871-6317 2270 

（二）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田斌、王明超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E 座三层 

电话：010-6560 8299 

传真：010-6560 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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