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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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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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0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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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铁应急 603300 华铁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海滨 周旭明 

办公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胜康街68号华铁创

业大楼1幢10层 

杭州市江干区胜康街68号华铁创

业大楼1幢10层 

电话 0571-86038116 0571-86038116 

电子信箱 ghb@zjhuatie.cn zxm@zjhuatie.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主要业务 

公司自设立以来主要从事设备租赁业务，提供建筑支护设备、建筑维修维护设备及工程机械

服务，包括方案设计、租赁及安装等，主要包括高空作业平台、地下维修维护各类工法、地铁钢

支撑、民用钢支撑、铝合金模板、盘扣式脚手架、贝雷片、伺服轴力系统和集成式升降操作平台

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地铁等轨道交通施工的支撑和保护、民用建筑施工、城市改造项目、建筑内

外装修维护、城市道路桥梁建设及维护、绿化园林维护、设备安装及检修、物流仓储及影视场景



搭建等领域。公司率先创立设备租赁职业经理人队伍，并不断扩充网点实现全国性布局，不断优

化管理体系和激励体系吸引租赁人才，通过建设数字化平台为网点集中赋能，提升管理效率。经

过长期发展，公司已成为国内头部设备租赁企业之一。 

1. 高空作业平台 

公司重点布局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务，并将依托该品类形成全国性线上线下一体化网络作为

战略发展方向。随着建筑工程、装备制造、电力行业、仓储物流、市政绿化、军事工程、应急救

援等领域中普及率的逐步提升，高空作业平台的需求不断增长。高空作业平台可以运用于房屋修

缮、外墙修缮、工程施工、场馆建设、市政绿化、影视拍摄等多元化场景，具有施工效率高、作

业速度快、安全性好、节能环保等特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公司的高空作业平台主要租赁产品

包括剪叉式、曲臂式和直臂式。 

2019 年 3 月，公司进军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场。截至 2020 年末,已拥有高空作业平台超过

20,000 台，在全国开设超过 60 家运营中心，布局的城市超过 400 个，站位国内高空设备租赁第

一梯队。公司凭借高空作业平台租赁、运营和服务全流程上的专业和实力，荣获“中国高空作业

设备租赁商 10 强”和“中国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产业最具成长奖”。 

        
外墙修缮                                   场馆建设 

         
桥梁检测                  厂房建设                 房屋修缮 

图注：高空作业平台的应用场景 

 

2. 建筑支护设备 

建筑支护设备租赁是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公司主营包括地铁钢支撑、民用钢支撑、铝合金模

板、盘扣式脚手架、贝雷片、伺服轴力系统和集成式升降操作平台等，也为客户提供成套方案优

化以及深基坑维护等专业服务。以下为公司建筑支护设备主要产品： 



 

其中钢支撑（地铁钢支撑和民用钢支撑）、铝合金模板是公司建筑支护设备租赁的重要产品。 

1. 地铁钢支撑 

公司提供地铁钢支撑产品的租赁、设计以及相关的成套的全流程服务。传统基坑支护采用钢

筋混凝土支护，与传统方法相比，钢支撑施工方法具有环保、节省人工和成本的优点，设计结构

安全合理，安装、拆卸方便，在实际操作中施工风险小。地铁钢支撑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地铁基坑。随着我国城市地铁大量兴建，地铁钢支撑的施工方法不断得到推广，市场渗透率不

断提升。 

公司凭借优异的技术实力、长期的行业经验和稳定的客户群体，在地铁钢支撑租赁领域技术

与业务规模处于前列，是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之一。 

2. 民用钢支撑 

公司提供民用钢支撑产品的租赁、设计以及新型的 HU/PC 围护工法桩技术。民用钢支撑又名

预应力型钢组合内支撑。预应力型钢支撑新技术采用一种高强度的 H 型钢，经工厂加工形成模块

化的标准件。HU/PC 围护工法桩技术则是与 H 型钢配套使用的一种新工法技术，可以根据基坑的

深浅以及不同的形状及要求进行围护。 

民用钢支撑在海外尤其是日本韩国的应用较为广泛。与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基坑支撑相比，

HU/PC 围护工法桩技术与钢结构支撑形成的预应力型钢组合内支撑工艺具有绿色环保、可重复利

用、加快施工速度、大幅节约建筑成本等优点。随着环保要求提高、设计及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钢支撑结合应力监测系统等技术，已逐步拓展至民用基坑维护领域并呈现替代趋势。公司凭借在

地铁钢支撑领域的领先地位切入民用钢支撑市场，并逐步提升钢支撑在民用基坑维护中的应用。 

3. 铝合金模板 

公司及子公司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建筑铝模系统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租赁和相应的技

术指导等综合服务，系专业从事建筑铝模系统的综合服务供应商。 

铝合金模板隶属于装配式建筑，是指按模数制作设计，经专用设备挤压后制造而成的型材，

并根据建筑结构图纸尺寸配模生成后形成的模板系统。公司铝合金模板产品相较于传统木模板，

兼顾质量和外观，具备安全、经济、低碳环保等综合优势。 

公司把握住铝合金模板行业发展趋势，大力发展铝合金模板业务。公司在自身原有的铝合金

模板租赁业务的基础上，合资成立浙江优高，并于 2019 年收购浙江恒铝，实现铝合金模板租赁业

务的跨越式发展。除租赁外，浙江恒铝在浙江和贵州建有铝合金模板基地，其生产能力和预拼装

能力已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截至 2020 年末，公司已自主拥有铝合金模板面积超过 60 万平方米，

为满足客户需求提供良好基础。 



 

 
图注：铝合金模板展示 

 

图注：铝模板拼装流程 

4. 地下维修维护工程 

公司地下维修维护工程业务聚焦微创、非开挖式施工，以深基坑围护技术研发与地下连接搅

拌墙桩机工程为核心领域，地下空间建筑科技开拓创新为引领，服务于国家、省、市级政府及民

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地铁、隧道的地下维修维护等项目。公司为地铁、隧道、城市管廊、地下

商业、地下停车场等大型基础设施地下空间的安全施工及后期维修、维护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2019 年，公司通过收购浙江吉通后布局地下维修维护工程业务。浙江吉通专注 TRD 工法施工

领域，2009 年率先引入国内首个 TRD 工法技术及设备，TRD 工法桩机设备数量居于同行业前列。

此外，浙江吉通引入 IMS 工法机、MJS 工法机等设备，并拥有 IMS 工法、MJS 工法、TAD 工法等

行业内领先的技术，部分技术工法为全国独有。截止目前，浙江吉通拥有地下维修维护相关发明

专利 7 个、实用新型专利 15 个、正在审核的发明专利 6 个。 

 

图注：地下维修维护的应用场景 

5. 经营模式 



 

在经营过程中，公司采取的是以租赁为核心，“采购+资产管理+租赁+服务”一体化的经营模

式。 

采购模式：公司物资采购主要包括高空作业平台、钢支撑、贝雷、盘扣式脚手架等设备采购，

公司按照“统一管理、集中采购”的原则合理安排采购，由总公司采购部具体执行。 

公司在设备租赁行业深耕多年，与国内外知名品牌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能够

确保采购设备及建筑支护设备等的供应充足和及时。集中采购的实施提高了公司的议价能力，有

效控制采购成本。 

此外，公司能充分发挥集中采购的优势，形成有目的、有选择的精准采购。对于部分建筑支

护设备类产品，公司会提出具体质量指标、设计图纸用于产品改造，由常年合作的供应商按照要

求进行设备生产加工；对于高空作业平台，主要是从工程机械设备制造商处直接采购设备，并结

合设备运行累积的数据优选产品及配件，同时推进部分设备的国产化。 

资产管理：在采购完成后，资产管理环节包括基础档案管理、资产追踪管理、登记管理、维

护保养管理等内部管理。在资产管理过程中，公司将设备管理与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合，对出租设

备使用状态数据进行搜集、分析、反馈，通过资产管理系统，公司实现设备远程监控、资产调度、

云围栏、决策分析等功能，实现资产全生命周期管理，优化产品整体出租率、租赁价格及资产处

置效益等。 

方案设计：公司依托专业的技术团队，根据单体项目情况设计最佳实施方案，并形成人员及

设备最优组合方案，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设备出租及安装：公司组建了一支专业租赁人才队伍，同时通过小程序等线上渠道结合城市

网点，实现线上线下有效结合，形成能覆盖 400 多个城市的营销服务能力。依托积累十余年获得

的客户资源，公司业务迅速扩张，形成紧密的多品类设备租赁服务网络。除设备租赁外，公司会

根据客户需求，对部分产品或设备提供安装等综合服务，便于客户更好地使用设备，提升客户施

工效率。 

售后服务：在线上线下服务网络的基础上，公司结合行业内领先的技术优势提供更多增值服

务。 

 

6. 行业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支护设备租赁、高空作业平台及地下维修维护设备等运维设备服务，根

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L） ”



下的“租赁业（L71） ”。 

1. 工程机械租赁市场发展状况 

1. 建筑行业快速发展为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经营租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得益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建筑业一直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建筑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36,89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70,904 亿元，年度复合增

长率达到 9.78%，建筑业的稳步发展驱动着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伴随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和绿色化的协同持续推进及“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

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发展的空间格局将进一步拓展和优化，工程机械及设备租赁市场将持续发展

扩大。此外，建筑市场由新建逐步转入到以维修维护为主的建筑后服务市场，具备更多元化应用

场景的工程机械及设备将更为受益。 

另一方面，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助于减少设备闲置时间、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安全性，

进而提升资本收益并带动社会经济发展，而我国不断提升的人工成本、持续减少的建筑业从业人

数和稳步提升的工程机械市场保有量，也证明“设备替人”成为建筑业重要的发展方向，为工程

机械设备租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数据来源：wind 

 

2. 工程机械租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国家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保持平稳上升的发展趋势。

工程机械市场取得较大发展。伴随着工程机械设备保有量持续增长、租赁市场渗透率持续提升，

中国工程机械租赁行业发展亦发展迅猛。 

购买和保养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将占有企业大量资金及经营成本。此外，由于下游行业具有一

定的周期性，自购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将导致设备闲置、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的

租赁有助于缓解下游企业的资金压力、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也能够提高施工质量、确保安全生产。

我国建筑市场租赁渗透率相较于欧美发达地区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下游企业对设备租赁认知

度的提高，设备“以租代买”的优势将持续显现，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将进一步普及，市场渗

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3. 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行业整体较为分散，亟待整合 



我国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行业仍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市场规模大、参与竞争企业多、市场集中

度低的特征。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口径，国内目前工程机械租赁服务企业达两万多家，但大部分

企业的规模都较小。从租赁市场成熟的北美市场来看，头部租赁企业美国联合租赁 2019 年度营业

收入 93 亿美元，占北美设备租赁市场约 14%。当前我国工程机械及设备租赁行业整体过于分散，

100 强租赁商市场占比仅为 3%，行业集中度亟需提高。 

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往往凭借网点密集、资质齐全、资金充足、专业服务能力强等优势更容

易获得客户的认可，不断做大做强；小企业往往由于规模较小、资金不足、网点不足、缺乏实施

经验等劣势极易被市场淘汰，企业之间“优胜劣汰”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

普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市场规范度的提升、市场监管的趋严等因素将进一步加速行业集中度的

提升。 

 
数据来源：中为咨询、ASHTEAD2020年报 

4. 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场发展状况 

1. 高空作业平台市场需求不断提升 

一方面，快速增长的人工成本和持续减少的建筑从业人数促使相关单位大量使用高空作业平

台，以降低人工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我国高处作业安全事故数量在不断攀升，其社

会关注度不断提升，有利于安全性更高的高空作业平台设备需求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安全关注度提升，人工成本增长的大背景下，我国高空作业平台市场近年来得到快速发展，

市场规模不断提升。 

从人均保有量来看，2019 年美国/欧洲十国高空作业平台人均保有量约 20.06/8.45 台每万人，



远高于中国人均保有量的 0.86 台；从产品渗透率来看，2019 年美国/欧洲十国高空作业平台产品

渗透率（设备台数与 GDP 之比）约 3.07/1.99 台每亿美元，高于中国产品渗透率 0.84 台每亿美元。

对标欧美成熟市场，无论从总保有量、人均保有量还是产品渗透率来看，中国高空作业平台市场

潜力巨大，未来至少还有 5-10 倍成长空间。 

 

2. 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场快速发展 

由于高空作业平台具有使用频率高，单次使用周期短的特点，使其更适合通过租赁的方式进

行供应，因此在成熟市场，设备制造商一般不直接对终端客户进行销售，而是以租赁商为中间渠

道向市场提供产品。  

在我国，由于高空作业平台进入我国市场较晚，社会认知度不高，市场初期以客户自行采购

为主，但随着社会认知度提高，专业租赁厂商布局高空作业平台租赁业务，高空作业平台租赁市

场快速发展。 

 

3. 铝合金模板市场发展状况 

铝合金模板技术 1962 年起源于美国，迄今已有近 60 年的发展历史，在欧美、日韩、中东等

国家地区铝模板获得广泛应用。21 世纪初期，铝模板在我国粤港澳地区开始萌芽实践。铝模板具

备一系列的施工、环保、效率优越性，体系优势突出，近年来，在国内建筑施工领域以年均近 20%

的速度得到迅速增长发展。 

在充分借鉴国外铝模板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铝模板产业通过与国内先进的设计、现代化

制造体系进一步充分融合，深化延伸出一系列新的技术优异特性。铝模板具有重量轻、强度高、

幅面大、拼缝少、重复利用次数多、施工工艺简便、现场安装快捷等优点，近年来，铝合金模板

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需求数量从 2014 年的 100 万平方米增长至 2019 年的 4850 万平方米。 

 

数据来源：智研咨询 

4. 地下维修维护市场 

公司地下维修维护的应用领域广阔。轨道交通、城市管廊、地下商城、地下停车场等地下空

间是该业务的重要应用领域。而众多下游应用领域的快速增长将带动地下维修维护市场快速增长。 

在轨道交通领域，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2020 年中国内地城轨交通线路概况》

中统计，截至 2020 年年末，全国城轨交通运营线路总长 7,978.19 公里，其中地铁 6,302.79 公里，

占比 79%。截至 2020 年末，由国家发改委批复已获公示的新一轮城轨交通建设规划或建设规划调

整方案中涉及新增规划线路长度总计 4,001.74 公里，新增计划投资额总计 29,781.91 亿元。 



在城市管廊领域，截至 2017 年末，全国 69 个城市已建设里程约 1,700 公里，在建地下综合

管廊约 1,000 公里，当前行业总投资规模超过 1,700 亿元。《2020 地下管廊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分

析》显示，目前我国城市仅供水、排水、燃气、供热 4 类市政地下管线长度已超过 148 万公里。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于 2019 年 11 月发布文件《多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有利于缩短工期、减少开挖量、降低环境影响、提高管线安全的新技术和

新材料在地下管线建设维护中的应用。 

在地下商业领域，《2020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发展蓝皮书》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新

增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 10.7 亿平方米。2019 年，全国地下空间新增建筑面积约 2.57 亿平方米。 

在地下停车场领域，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2020 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2 亿辆，

其中汽车保有量为 2.8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数达 4.5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为 4.18 亿人。2020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 万辆，新领证驾驶人 2,231 万人。相对而言，国内停车设施建设速

度远滞后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速度，停车位供给缺口巨大。根据智研资讯相关报告显示，若将发

达国家作为参照，停车位比例应以 1:1.3 左右为宜，而目前我国各城市停车位比例多在 1:0.4~1:0.7

之间，停车位配比严重偏低，由此预计，未来停车市场整体规模预计将有很大成长空间。 

总体上而言，随着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对于地下空间的开发和探索正在不断深入，未来地

下维修维护市场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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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7,397,497,298.53 5,181,829,816.79 42.76 6,080,865,030.47 

营业收入 1,524,345,815.25 1,153,867,198.47 32.11 887,645,719.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2,817,820.63 275,692,176.60 17.09 -28,788,161.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63,781,958.88 227,153,089.07 16.13 -45,800,718.1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34,632,712.95 1,757,114,015.29 89.78 1,477,647,260.1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37,673,671.64 812,861,858.99 -33.85 378,855,739.7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45 0.43 4.65 -0.0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43 0.41 4.88 -0.0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3.81 17.06 减少3.25个百分

点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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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028,309.42 396,288,603.96 397,179,316.79 524,849,58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3,901,675.19 48,705,684.62 75,627,687.23 164,582,77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7,770,498.95 44,956,210.18 62,721,919.60 128,333,33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556,259.52 124,330,585.24 47,041,196.11 255,745,6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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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8,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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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丹锋 0 120,352,400 13.3

3 

0 质押 93,452,

400 

境内自

然人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4,744,930 73,762,500 8.17 0 无 0 国有法

人 

徐州徐工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扬中市

徐工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6,231,884 36,231,884 4.01 36,231,884 无 0 其他 

红塔红土基金－云

南信托－云清 5号

单一资金信托－红

塔红土致远 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6,231,884 36,231,884 4.01 36,231,884 无 0 其他 

南华基金－云南信

托－云清 6号单一

资金信托－南华优

36,231,884 36,231,884 4.01 36,231,884 无 0 其他 



选 2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范永明 31,259,001 31,259,001 3.46 30,797,101 无 0 境内自

然人 

应大成 -885,500 28,000,000 3.10 0 质押 27,930,

000 

境内自

然人 

黄建新 435,660 21,980,822 2.43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马锡金 20,441,716 20,441,716 2.26 19,927,536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

公司 

19,927,536 19,927,536 2.21 19,927,536 无 0 未知 

吴丽敏 19,927,536 19,927,536 2.21 19,927,536 无 0 境内自

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胡丹锋持有华铁恒升 66.56%的股权，华铁恒升持有公司 1.55%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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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2,434.5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32.11%；实现营业利润

48,218.4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73%；实现利润总额 48,111.77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98%；

实现净利润 39,886.37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0.5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281.7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7.09%；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6,378.2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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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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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为母公司本部及下属 18家子公司、21家孙公司。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简称 

浙江华铁建筑支护技术有限公司 华铁支护 

浙江华铁宇硕建筑支护设备有限公司 华铁宇硕 

黄山华铁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黄山华铁 

湖北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北仁泰 

成都华诚中锦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成都华诚 

杭州成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成昇 

杭州铭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铭昇 

杭州广昇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广晟 

贵州久磊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久磊 

浙江明思特建筑支护技术有限公司（曾用名：喀

什明思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明斯特 

浙江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大黄蜂 

江苏瑞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成 

浙江粤顺建筑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粤顺 

浙江吉通地空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吉通 

浙江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恒铝 

浙江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华铁大黄蜂 

浙江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优高 

浙江双资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双资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孙公司情况如下： 

孙公司名称 孙公司简称 

贵州仁泰恒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仁泰 

河北中锦模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中锦 

浙江明思特应急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明思特应急 

浙江华铁优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华铁优高 

浙江华铁双资建设有限公司 华铁双资 

浙江景天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景天 

浙江钰程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钰程大黄蜂 

浙江大黄蜂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大黄蜂大数据 



杭州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大黄蜂 

成都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成都大黄蜂 

广州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广州大黄蜂 

济南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大黄蜂 

东莞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东莞大黄蜂 

西安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大黄蜂 

北京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大黄蜂 

郑州华铁大黄蜂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郑州大黄蜂 

上海闳雷特建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闳雷特 

天津赫雷特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天津赫雷特 

重庆赫雷特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重庆赫雷特 

贵州恒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贵州恒铝 

贵州华胜制造有限公司 贵州华胜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合并范围的变动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披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