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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翔股份：中国铸造迈向高质量发展台阶，主板上市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一专多强的综合型铸造
企业， 具备跨行业批量
化生产能力
山西华翔业务起源可追溯至1999
年， 发行上市前注册资本3.718亿元，
公司总部位于山西临汾， 是一家拥有
4000余名员工的大型制造企业。
公司至今从事各类定制化金属零
部件研发、 生产和销售业务二十年余
年，已经形成了包括产品设计、模具开
发、铸造工艺、机加工工艺、涂装工艺
等综合服务体系， 具备跨行业多品种
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能力。
目前，公司在山西、广东、湖北建
有生产和研发基地，形成了覆盖华北、
华中、华南的产业格局，并辐射全国及
海外市场。公司已连续三次（每四年
一次）被中国铸造协会评为“中国铸
造行业综合百强企业” ， 排名稳步提
升，最近一次榜单排名第七位。
公司产品包含压缩机零部件、工
程机械零部件和汽车零部件等三大
类，应用领域主要聚焦在白色家电、工
程机械和汽车制造三大行业。 客户涵
盖格力、美的、恩布拉科、瑞智、思科
普；大陆汽车、TRW、南方天合、法雷
奥 ； 丰 田 、 林 德 、Terex、Haulotte、Jcb、
Kalmar、Doosan等世界一流企业。
应用领域

应用分类
空调压缩机（转子式压缩机）

曲轴、气缸、上下轴承、活塞、隔板等

白色家电压缩机

冰箱压缩机（活塞式压缩机）

曲轴、机座等

涡旋压缩机

动涡旋、定涡旋、上下支撑、活塞等

平衡重
工程机械

汽车零部件

车桥

主要产品

叉车、高空作业车、装载机、挖掘机、港口堆高
机、农用拖拉机等平衡重
客车、卡车减速带等壳体

桥壳

叉车减速带等壳体

制动系统

支架、制动钳等

离合器系统

飞轮、压盘

转向系统

转向节

底盘连接

连接杆

泵阀管件

热泵零部件

轴承座

电力件

高压线绝缘子

绝缘子

表1：山西华翔主要产品及其应用
领域
具体来看， 山西华翔生产设计的
零部件在白色家电领域的应用， 多集
中在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上，产品
包含曲轴、气缸、上下轴承、基座、活
塞、动涡旋、定涡旋、隔板等，涵盖了压
缩机所使用的全部铸铁件产品。
在白色家电压缩机零部件市场，
公司长期处于行业龙头地位。 该类产
品于2018年被工信部和中国铸造协会
评选为 “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和“中国铸造行业单项冠军企业” 。而
根据工信部的评选要求， 公司该单项
产品的市占率需位居全球前三。
公司产品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应
用，集中在叉车、高空作业车、装载机、
卡车等工程机械车辆或机器的零部件
上，产品包含平衡重、车桥、桥壳等。产
品已远销欧美， 客户中不乏一些全球
排名前列的工程机械生产商。
而公司在汽车制造领域的铸造件
产品，主要为应用在制动系统的支架、
制动钳，转向系统的转向节，离合器系
统的飞轮、压盘等。
在汽车零部件市场， 公司报告期
内相关产品产值、市场份额大幅攀升，
于2018年被中国铸造协会评选为“第
三届中国铸造行业汽车铸件 （黑色）
分行业排头兵企业” 。
2017年-2019年， 山西华翔营业
收入分别为16.86亿元、19.96亿元和
20.48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1.18亿元、
1.40亿元和1.71亿元， 盈利能力稳定
提升。
据了解， 公司拥有成熟的迪砂垂
直分型、真空密封造型（V法）铸造工
艺、精密加工工艺，在生产装备方面不
断引进国际先进设备， 目前公司引进
了7条丹麦DISA垂直分型线、2条日本
光洋垂直分 型线 、1条日本新东V法
线、1条日本东久水平线等国际知名的
造型设备，1800余台国内外先进机床，
已经形成年产25万吨铸件、近1.8亿件
机加工产品的生产能力。

铸造件产能向新兴经济
体转移，国产替代在路上
作为制造业的基础产业，铸造件
是众多产品和高端技术装备创新发
展的基础保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有
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从全球铸造市场
来看，2000年以前， 铸造件的主要产
能一直集中在美日德等制造业发达
的经济体。
不过，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新兴市场产能在全球铸造件规模中
的占比逐年大幅提升。以金砖国家为
例，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
五个新兴经济体占全球铸造件总产
量比重已由2001年的39%提升至2017
年的62%。
其中， 又以我国的增长趋势最为

投资要点
1.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各类定制化金属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目前已经形成包括产品设计、模具开发、
铸造工艺、机加工工艺、涂装工艺等综合服务体系，具备跨行业多品种产品的批量化生产能力。
2. 2017年-2019年，山西华翔营业收入分别为16.86亿元、19.96亿元和20.48亿元，净利润分别为1.18亿元、1.40亿元和1.71亿元，盈利能力稳定提升。
3. 公司深耕铸造行业20余年，产品主要应用于白色家电、工程机械和汽车制造三大行业。主要客户涵盖格力、美的、恩布拉科、瑞智、思科普；大陆汽车、
TRW、南方天合、法雷奥；丰田、林德、Terex、Haulotte、Jcb、Kalmar、Doosan等世界一流企业。
4. 目前，国内铸造行业整体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随着铸造行业供给侧结构调整加快，落后产能加速淘汰，行业集中度将大幅提高，具备规模化生产能
力、工艺成熟的铸造企业将迎来发展良机。
5. 2020年6月，中国铸造协会发布《2019年中国铸造行业数据》，从中国铸件产量情况来看，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较快，其中装备制造业等新兴产业的快速
发展，为我国铸造行业带来了强劲的行业需求，将带动行业产量的不断提高。
6. 公司拟募集资金3.65亿元投向“
华翔精加工智能化扩产升级项目” 、“
华翔精密制造智能化升级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公司
机加工产品规模，并带来现有产线的智能化升级。

惊人，自200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
球最大的铸造件生产国以来， 我国产
能便一直位居世界首位。 至2017年我
国铸造件产量占全球总产量比重已达
到了45%。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新兴经济体
的铸造产业发展很快，但在产能效率、
生产效率等方面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和
地区。 以美日德等发达制造业国家为
例，它们单位企业平均产量、平均劳动
生产率超过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
济体。
2015年德国铸造业单位企业平
均产量达到8,789吨/家，其平均劳动
生产率达到92吨/人/年， 远高于国
内目前1,815吨/家的单位企业平 均
产 量 和 50-70 吨 / 人 / 年 的 平 均 劳 动
生产率。
此外，从铸造件的产品构成来看，
新兴经济体承接的主要还是资源消耗
型、技术难度低的铸造件产品，而高技
术、 高附加值的铸造件产品多数依然
还是掌握在发达制造业国家手中。
因此， 虽然新兴经济体铸造件的
产能越来越大了， 但在国际市场上却
缺乏竞争力。以我国铸造件为例，相比
于日渐庞大的铸造件产量， 国内铸造
件的出口量不仅占比非常少， 且出现
逐年降低的趋势。
据中国铸造业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2001年-2017年，我国铸造件出口
占比从9.11%降至了3.69%。另外，对于
一些核心的高技术铸造件， 依然需要
通过进口获得。
不过， 随着我国铸造行业的发
展和铸造技术的提升， 铸造件产品
也已经开始从初级产品向风电铸
件、机床铸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
品过渡。可以预见，未来，随 着 技 改
和研发的不断投入， 在高端器件的
国产替代和出口方面， 国内综合实
力强的企业还有很大的空间。

国内铸造产业大而不
强， 行业步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
国内铸造行业在经历了近20年的

飞速发展后， 全国大大小小的铸造企业
已有数万家。 根据中国铸造业协会的统
计数据显示，2015年，国内铸造企业数量
超过了3万家。 其中不乏众多规模小、产
能利用率低的中小型铸造厂。
大量低效能小铸造厂的存在， 拖累
了国内铸造行业的产能结构， 使得我国
的铸造件产量虽远超过其他国家， 但单
位企业平均产量却低于发达国家， 甚至
还不如印度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因此，整
体来看， 我国的铸造产业呈现大而不强
的局面，行业集中度较低。
而 随 着 国 家 “十 三 五 ” 规 划
（2016-2020）对淘汰落后产能要求的
提出， 铸造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也开始
提速。
按铸造行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的
要求， 今年全国铸造企业数量要持续减
少至 15,000 家左右。其中，占企业总数
量30%的铸造企业（约4,500家）的铸造
件产量需达到全国产量的80%以上。
行业的终极目标， 则是使国内铸造
企业的数量大约维持在6,000-8,000家，
达到与美德日等工业发达国家的规模水
平。可以预见，此举将极大程度提升行业
集中度， 行业资源将会进一步向运营状
况较好、规模较大的铸造企业集中，呈现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趋势。
实际上， 铸造行业资本密集型的特
点， 也决定了行业各公司发展的马太效
应。铸造企业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
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形成规模优势之
后，才能有效控制成本，强化企业的竞争
实力。
此外， 在铸造行业下游应用市场规
模化情况下， 铸造件产品订单呈现出批
量化的特点， 只有具有规模生产能力的
铸造企业， 才能与下游客户建立起稳定
的合作关系。
作为深耕铸造行业二十多年的老
牌企业，山西华翔不仅已经形成了较高
的资金壁垒和规模壁垒，而且已与上下
游行业各细分领域企业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战略合作，积累了丰富的产业链协
同经验。
公司具备多业务线及多工艺化产品
批量生产能力， 能够在排产安排方面进
行灵活调度，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公司
开发新品、拓展新业务领域、降本增效奠

定基础。此外，公司亦可根据下游应用及
客户订单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安排，
分散下游行业波动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例如，在上游产业链方面，山西华翔
与DISA技术咨询公司、NorwayElkem公
司、 埃肯碳素等设备及原材料供应商深
入合作，通过定期现场跟踪、设计优化以
提高供应商工艺与公司产品之间的匹配
度，提升现有产品竞争力，抢占新产品先
发优势。
而在下游产业链方面， 公司与格力
电器、美的集团、恩布拉科、丰田集团、大
陆集团等行业龙头企业在各产业领域进
行技术合作，通过建立项目制研发团队，
准确进行产品开发、 模具研发和项目规
划，降低新产品研发风险，提升产品与终
端应用领域的契合度。
此外，对于重点客户，公司还安排技
术人员长驻于项目现场， 及时跟进下游
生产应用、反馈品质情况，与客户在技术
研发、质量管理上形成统一标准，提升品
质管理体系，保证了持续的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正值产业转型升级关建时
期， 高品质零部件是发展先进工业制造
业的基础。 因此， 像山西华翔这类在规
模、 产业链及技术实力等方面都拥有一
定优势的大型铸造企业， 将受益于此次
行业供给侧改革， 从而获得更高质量的
发展。

下游市场或迎来景气拐
点，需求端有望迎来爆发
今年6月份，中国铸造业协会发布的
《2019年中国铸造行业数据》 显示，汽
车、内燃机及农机、工程机械、矿冶重机、
铸管及管件、机床工具、轨道交通、发电
设备及电力、 船舶等为2019年主要的铸
件需求行业。
其中， 汽车是铸件产品的第一需求
市场，需求占比达到了29.1%。由于近些
年来汽车市场疲软， 铸件行业整体产销
均出现了增速放缓甚至下滑的情况。数
据显示，2019年国内铸件产量合计4,875
万吨，同比减少1.2%。
不过，根据中国乘联会公布的今年7
月份数据显示， 国内乘用车市场正在逐
步复苏。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0.1万
辆和211.2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21.9%和

16.4%， 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72.9万辆
和 166.5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3.2% 和
8.5%，均好于市场预期。
铸造件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应用广
泛 ， 汽 车 四 大 结 构——
—发 动 机 、 底 盘 、
车身、 电气设备需要使用大量的铸造
件产品，平均每辆汽车约有10%至20%
重量的零部件为铸造件产品。 如果将
汽车各主要零部件使用铸造件产品计
算在内，该重量占比更高。因此汽车产
业的持续复苏， 将极大程度带动铸造
件市场的需求。
此外，今年受疫情影响，为推动经
济持续稳定发展，而被相关部门反复提
及的，以铁路、公路、轨道交通、工程机
械为代表的“老基建” ，以及以特高压、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5G基站建设、大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城际轨
道交通为代表的新基建也将带动相关
制造行业的发展，促进对铸造件产品的
需求提升，为铸造行业发展提供广阔的
市场空间。
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今
年7 月纳入统计的25 家挖掘机制造企
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19,110 台， 同比
增长54.8%， 至此国内挖掘机企业已连
续4个月销量同比增速超50%， 大超市
场预期。
今年上半年， 针对轨道交通的投资
也非常可观。数据显示，新增铁路开通线
路9条，里程共计1178公里，其中高铁605
公里，预计全年新增通车4000公里以上，
维持高位；新增城轨开通线路10条，里程
共计222公里，预计全年新增地铁通车里
程超过1400公里，保持高速增长。
机构统计，截至今年7 月底，全国地
方政府已发行新增专项债2.27万亿元，
其中大部分新增专项债被用在了基建领
域， 而剩余的约1.5 万亿新增专项债或
在今年10月底前发行完毕。机构认为，这
笔资金将有相当比例用于支持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
等重大工程建设。
而在今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的
情况下，一些高端化、核心化的设备所需
的关键铸造件，如大型能源设备铸件、航
空航天铸造件等，寻求国产替代的需求，
也将给行业部分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带
来发展良机。

募资加码公司主营，
智能化改造促产业升级
山西华翔招股书显示， 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3.65亿元，将用于“华翔精加工智
能化扩产升级项目” 、“华翔精密制造智
能化升级项目” 和“
补充流动资金” 。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华翔精加工智能化扩产升级项目

27809.03

华翔精密制造智能化升级项目

9889.24

24450.98
2000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000

10000

合计（单位：万元）

47698.27

36450.98

表2：山西华翔募投项目情况
具体来看，“华翔精加工智能化扩产
升级项目” 主要从事铸件机加工生产，项
目拟新建厂房1座，建筑面积为8,000平方
米，用于铸件机加工生产。项目产品主要
为白色家电压缩机和汽车零部件精密机
加工铸件产品。
根据公司铸件毛坯供应能力和企业
发展的战略布局，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
新增铸件机加工1,248.89万件的年生产能
力。公司预计项目投资期为2年，项目投资
回收期（税后）为6.65年（含建设期2年）。
山西华翔认为， 该项目一方面能解
决国内铸造行业大而不强的问题， 通过
跟踪并引入国外铸件生产先进技术、工
艺和设备， 既能保证机加工产品质量又
提升了公司质量管控水平。另一方面，也
将有效弥补公司汽车零部件机加工不足
的问题，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华翔精密制造智能化升级项目”
拟建设集自动仓储输送、在线抛丸清理、
自动化切割打磨等系统单元于一体的自
动化生产线， 实现从铸件毛坯到铸件成
品全部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
招股书显示，山西华翔升级该项目
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改变目前手工切割
打磨、手工质量检验、抛丸设备与铸件
生产线离散布置、叉车流转铸件等传统
铸件后处理工艺， 解决各工序分散、低
效、环境污染严重、耗费人力场地多等
缺陷，实现铸件后处理高效自动化和智
能化生产。
山西华翔认为， 该项目一方面在提
高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的同时， 节省了
人工成本，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另
一方面，引进先进的自动化设备，有利于
提高公司自动化水平，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废品率， 缩短与优质铸造类企业存在
的差距。
由此可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的项目， 基本都是围绕公司现有核心业
务进行， 其实施将进一步提高公司专业
化经营管理水平和制造能力、 丰富产品
线、顺应市场发展趋势，从而有利于提升
公司的综合实力。
此外， 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也将缓
解公司经营规模快速增长所面临的资金
制约， 有助于公司形成更为强大的自主
研发能力，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
生产技术和装备水平； 同时本次发行上
市将为公司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为
公司未来实现上述发展计划提供了资金
保障。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