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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耀志先生推介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与大家一起

以网络为媒介， 打破地域的阻隔，就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进行实时在线交

流。 在此，我谨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向

长期关心、支持西泵股份的各位投资

者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

向今天参加网上交流的各位投资者

和网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作为国内最大的汽车水泵和排

气岐管生产企业。 公司以汽车零部件

产品的加工、制造、销售为主营业务；

坚持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抓好国内

乘用车市场，抓好国际贸易。秉持“以

人为本、以德治企、伦理经营、持续发

展” 的经营理念，成功打造出本行业

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整车厂商和主机厂

商的首选的配套品牌 - - -“飞龙” 牌

商标， 西泵股份借此一跃成为国内最

大的汽车水泵、排气歧管生产厂商。

展望未来，我们任重道远、豪情

满怀。 登陆资本市场后，西泵股份将

不断超越自我，追求社会效益和企业

效益最大化，努力创造更加优良的业

绩，回报广大投资者，回馈社会。

谢谢大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郭现生先生推介致辞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各位网友：

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与大家一起以

网络为媒介，打破地域的阻隔，就林

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 股进行实时在线交流。 在此，

我谨代表林州重机，对长期以来关心

和支持林州重机发展壮大的广大投

资者和网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

的感谢！

林州重机一直专注于煤炭综采

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

服务。 二十余载公司稳步发展，时至

今日，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煤

炭综采机械设备供应商。

公司秉承“缔造卓越品质，打造

一流品牌” 的经营理念，坚持“用户

至上”的服务理念，凭借在技术研发、

营销服务、优质客户、科学管理及产

品口碑上的优势，建立了市场领先的

地位。

大鹏一日随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 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将为林州重

机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 募投项目的

建设， 将进一步开拓高端产品市场，

丰富产品结构， 提高公司核心竞争

力，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为公司

未来持续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

上市后， 公司更将严于律己，科

学管理。 我们坚信，广大投资者的信

任、支持与厚爱，是本次发行成功的

重要保证。 林州重机将努力创造更加

优异的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谢谢大家！

中国汽车水泵行业第一品牌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精彩回放

问题： 本次募投资金运用对西泵股份业

务发展有什么影响？

全泽： 公司致力于成为拥有自主研发能

力和完整产品体系的一流汽车水泵和排气歧

管供应商，对核心生产能力建设、自主研发能

力建设以及配套能力建设制定了长远规划。

本次募投资金运用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一

致，将促进公司实现长期发展目标。

通过本次公司对南阳零部件的增资，南

阳零部件的资本实力将迅速增强， 将为实施

新建 300万只乘用车水泵、250万只铸铁汽车

排气歧管和 50 万只不锈钢汽车焊接排气歧

管建设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该项目的实施将

扩充本公司的产能， 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

场占有率， 维持公司在汽车水泵和汽车排气

歧管的行业领先地位；同时，结合自身多年发

展积累的技术优势和生产优势， 实现新产品

不锈钢焊接排气歧管的规模化生产， 满足客

户对公司的需求，抢占高端产品市场，实现不

锈钢焊接排气歧管的生产规模达到国内领

先； 新建年产 300 万只乘用车水泵毛坯生产

线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加快南阳飞龙公司对

企业现有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更新， 实现轻量

乘用车水泵毛坯的批量生产能力， 为公司主

导产品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增强企业整体技

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问题：西泵股份的主要客户有哪些？

刘生瑶：在国内市场，公司拥有的配套客

户主要是国内重要的整车企业和主机厂商。

目前公司主要长期客户有上海大众、 一汽大

众、神龙汽车、上海通用、通用五菱、广西玉

柴、潍柴动力、朝柴三十余家国内知名企业。

在海外市场， 公司主要客户为美国康明

斯、德国道依茨、意大利菲亚特、韩国斗山、美

国卡特彼勒、美国爱科等著名企业。 公司产品

在上述海外企业中声誉卓著， 为公司产品全

面进入全球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问题： 报告期内西泵股份营业收入变动

的直接原因？

孙定文： 公司近几年主营业务收入保持

稳定、快速、持续增长，2007 年至 2010 年 1- 6

月实现营业收入 52915.12 万元、64304.87 万

元、67191.93和 50140.82万元，预计公司 2010

年全年实现收入 9.8亿元。收入增长的主要原

因一是国家宏观政策支持， 二是新客户的开

发，如上海通用五菱。 2009 年比 2008 年增长

4.73％，增长速度较慢，主要是公司调整产品

结构，主要抓轿车水泵。

问题：西泵股份经营目标有哪些？

孙耀忠：根据发展战略，本公司将主要完

成下列经营目标：形成规模化效应，完成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通过 5 至 6 年的努力，使

公司产值达到 5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 35％

以上；发挥公司“飞龙” 牌汽车水泵系列产品

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的影响力，进一步抓

好产品质量，扩大销售规模，确保公司的行业

龙头地位。

问题：西泵股份的产品开发计划是什么？

孙耀忠：（1）汽车水泵国内市场。 本公司

的产品开发紧紧围绕市场需求， 运用国外先

进技术， 近年来已经开发并正在开发的多种

产品，包括重、中、轻、轿、微五大系列产品。 随

着技术研究的深入， 公司还将逐步研究开发

一些电磁水泵、电动水泵和可变速水泵等。

（2）汽车水泵、排气歧管和飞轮壳国外

市场。 正在与美国康明斯全球工厂确定同步

开发多款汽车水泵、排气歧管和飞轮壳；另外

引进先进的设备， 加工生产不锈钢焊接排气

管。 继续为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等公司配套汽

车水泵、排气歧管飞轮壳，为道依茨等公司开

发排气歧管、空气管、节温器壳、发动机支架

等产品。

问题： 西泵股份生产和设计的产品与国

际知名品牌的产品有什么差别？

孙定文：本公司“飞龙” 牌商标目前是本

行业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品牌，“飞龙” 牌各系

列汽车水泵已经成为国内整车厂商和主机厂

商的首选配套品牌。本公司是“全国 100家最

佳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由于不断加强自主研

发和技术创新， 近年来公司累计获得国家级

火炬计划项目 1个， 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共拥有专利 30 项， 其中国家发明专利 2 项、

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 外观设计专利 8 项；正

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 所以本公司产品

无论是技术还是质量都能达到国际水平。

问题：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趋势如何？

孙耀忠：未来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调整

产品结构、 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同

时，进一步完善成本控制，从工艺 、流程 、

管理、 物流等方面节约成本费用， 从而保

持公司的技术优势、 质量优势、 成本优势

和品牌优势， 进一步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提高公司行业地位，以应对未来激烈的

市场竞争、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压力，提高公

司主营业务的盈利水平。

问题： 西泵股份所采用的的机加工技术

有哪些优点？

孙定文：汽车水泵体的轴承孔、水封孔精

度和同轴度好坏决定着汽车水泵使用寿命。

公司目前轿车水泵壳体加工全部采用高速全

技能车床将安装面、轴承孔、水封孔一次装夹

加工完成；卡车水泵体轴承孔、水封孔加工采

用进口数控立式车床将安装面、轴承孔、水封

孔一次装夹加工完成。 以车代磨， 加工效率

高，轴承孔、水封孔精度和同轴度及对安装面

的垂直度高。 卡车类泵体安装孔采用立式加

工中心或固定式多头钻床以大面和轴承孔定

位一次加工完成，保证了安装孔的位置度。 排

气歧管形状有较高的平面度要求， 公司采用

液压夹具， 定位用的浮动支承采用专用液压

浮动支承， 保证产品质量。 飞轮壳产品重量

大，加工部位繁多，加工精度高，公司全部夹

具均采用液压夹具、专用成型刀具，在双工位

卧式加工中心加工，配单臂吊具、滚道，提高

效率，实现自动化生产。

问题： 客户对公司有没有形成一定程度

的粘性？

孙耀忠：公司目前主动跟客户合作，在产

品开发阶段就与客户合作共同研发新产品，

在长期合作过程中，我们在质量、研发和生产

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客户的充分认可并对

我们形成了一定的依赖。 我们源源不断的创

意和研发成果，是其他竞争对手很难具备的。

所以， 客户尝试更换供应商的风险及成本非

常大，不会随意的更换供应商。

问题：西泵股份的规模化优势是什么？

孙耀志： 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汽

车水泵、排气歧管生产厂商。 2009年生产汽车

水泵超过 306 万只，在行业中排名第一；生产

排气歧管超过 271 万只，在行业中排名第二。

截至 2010年 6月 30日，公司汽车水泵全年产

能为 343万只 /年；排气歧管全年产能为 425

万只 /年。 2010年 1～6月公司生产汽车水泵

超过 187万只，排气歧管超过 201万只。 产品

覆盖重、中、轻、微、轿五大类，500 多个品种，

产品品种非常齐全。 这种规模化、专业化优势

奠定了企业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充

分体现了公司与国内、 国际汽车市场的配套

能力。 (文字整理:陈 静)

国内最大的民营煤炭综采机械设备供应商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路演精彩回放

问题：请问董事长，能否向股民们介绍一

下林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公司设在林州有

什么样的优势？

郭现生： 林州市位于河南省安阳市，位

于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环境优美，工业基础

雄厚， 是红旗渠的故乡， 红旗渠精神的发祥

地。 公司设在林州有以下优势：一是红旗渠精

神对公司全体员工的激励作用； 二是林州为

钢铁和机械铸造集聚区， 可分享行业集聚效

应，降低采购和运输成本；三是当地有丰富而

稳定的劳动力。

问题：林州重机产品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郭现生： 公司的主要产品属于煤炭井下

开采作业所用的专用机械， 井下工作环境恶

劣，要求产品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安全性

和可靠性，能够长时间持续工作，安全性、可

靠性、 稳定性因素是煤炭开采企业选择煤炭

机械的首要考虑因素。 同时，由于煤炭井下开

采中瓦斯和煤尘含量较高， 具有较高的防爆

要求。

问题：本次上市募集资金主要用途是什么？

郭现生：本公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进

行充分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计划将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于液压支架改扩建项目和电液

控制系统项目， 上述项目是围绕公司煤炭综

采机械设备主营业务展开， 着眼于扩大公司

产能，提升产品的自动化控制水平，提高产品

市场占有率， 不会导致公司生产经营模式发

生变化。

问题：公司募投项目的市场前景如何？

郭现生：近年来，在中国国民经济较快增

长的大环境下，特别是在主要耗煤行业电力、

冶金和建材保持高速增长的拉动下， 煤炭市

场持续好转， 带动了液压支架及其电液控制

系统产品市场的增长， 这使得目前我国煤炭

机械制造企业和煤炭生产企业对液压支架电

液控制系统产品及其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

但是液压支架控制器供应被国际大公司垄

断，长期以来我国大多依赖进口，而且其价格

也居高不下。 国产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的

研制成功将会打破国外垄断的局面， 具有显

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时，国产控制系

统结合了中国煤矿的实际情况， 更符合中国

煤矿的实际需要，将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问题： 报告期内林州重机主营业务综合

毛利率总体呈下降又上升趋势的原因是什

么？

崔普县：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一，

2008年、2009�年公司上游原材料市场的巨大

波动给公司主要产品带来较大影响；第二，随

着行业竞争加剧，竞争企业增多，公司为了在

激烈竞争中稳定市场份额， 降低了综合毛利

率；第三，公司订单增长较快，生产能力无法

满足定单需要， 公司向外采购外协件和外购

件增多；第四，由于公司对外协件和外购件的

质量要求逐渐提高， 导致平均采购价格也逐

步提高， 外协件和外购件采购金额的扩大挤

压了毛利空间。

2010�年毛利率回升主要原因是： 第一，

经历了原材料市场的回稳和下游煤炭企业整

合，市场需求放大，公司产品价格得到稳定回

升；第二，2010�年上半年公司销售产品中，高

端液压支架较多，占了总订单的一半以上，公

司高端液压支架产品毛利率较高， 带动了整

体毛利率的上升。

问题：林州重机市场营销有什么优势？

陈亦刚： 我们公司市场营销的优势是：

（1）完善的营销体系。 公司坚持“客户为

本” 的营销理念，不断加强销售渠道和服务

网络建设， 目前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全国 20�

余个主要产煤省区及大型煤炭基地的销售

网络， 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优势地

位。 （2） 快速反应的服务机制。 公司坚持

“以营销带动服务，以服务促进销售” 的市

场策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注重对技术与

服务人才的培养， 建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

队。在重点客户所在地区建立了专业的技术

服务和产品维修子公司。公司从客户的首采

工作面开始，全程跟踪服务，对一般的客户，

售后人员接到客户服务电话后必须及时进

行回复，客户需要时必须 24 小时内赶到，确

保第一时间了解并响应客户的需求，为客户

提供专业及时的技术维修服务。我们公司售

后服务的快速反应能力和服务水准在同行

业中处于先进水平。

问题： 林州重机主要产品生产技术目前

处于哪一个阶段？

郭现生：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液压

支架、 单体液压支柱以及刮板输送机等煤炭

综采机械设备的生产制造， 生产技术已经成

熟。 公司的主导产品液压支架和刮板输送机

等产品处于大量生产阶段， 公司正在研发的

带式输送机已取得矿用产品安全认证， 即将

进入少量试产阶段。 在高端液压支架方面，公

司研制的大倾角工作面液压支架， 最大倾角

可达到 60�度，局部达到 65 到 67 度，在世界

同行业中居领先水平； 在高强度液压支架方

面，产品的工作阻力达到 18,000K N ，支撑高

度达到 7.5米， 已成功替代了高端进口产品；

有 9项专利。 刮板输送机采用特种“贝氏体”

材质铸造槽帮，链轮采用整体锻造加工，防腐

耐磨性能比国内同类产品高出二倍以上，在

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问题： 国内煤炭综采支护设备与国外相

比，有何差异？

郭现生： 我国煤炭综采支护设备在设备

功能、 性能指标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相对

较小，差距主要表现在自动化控制技术、制造

工艺精度、零部件可靠性及使用寿命上。 国内

已经可以自主研制适用于多种煤层开采条

件，可用于不同范围，适应不同生产工艺的各

类液压支架， 并开发了轻型支架系列以及适

用坚硬顶板、大采高、薄煤层、大倾角等特殊

条件下的支架， 放顶煤支架的设计已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基本满足了国内对安全高效矿

井煤炭支护的需要。

问题： 请问林州重机的主要经营目标是

什么？

郭现生： 公司未来两年将充分利用国家

对煤炭综采机械设备制造行业的政策优势，

综合具有的研发、客户、品牌、管理和市场等

优势，围绕已确定的发展战略，继续做强做大

煤炭综采机械设备制造主业。 公司将保持主

导产品液压支架的快速发展态势， 加大产品

的生产工艺、 自动化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研发

投入，保持该产品的市场优势地位；加强对刮

板输送机、采煤机等产品的研发，增强公司的

煤炭综采机械成套设备生产能力； 完善公司

市场营销和综合服务水平， 全面提升公司的

市场份额， 促进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保持

持续增长，2010�年到 2012年公司的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同比会有较大幅度增长。

(文字整理: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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