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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概况



企业概况

l 江苏腾达缸泵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25日，注

册资金7275万元。公司拥有专利19项，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出口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是

压缩机及缸泵机械铸造结构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属的

行业是泵、阀门、压缩机及类似机械制造（C344）。现公

司的客户覆盖了全球主要空压机生产厂商，包括台湾复盛、

汉钟精机、瑞典阿特拉斯、美国英格索兰、美国登福、美国

开利等。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在全国中国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成功挂牌，是一家高成长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历程

1992

江苏腾达
正式成立 2011

与瑞典阿特
拉斯、美国
英格索兰确
认合作

2017

2015

2012

2018

江苏省科技
厅评为高新
技术企业

 江苏腾达
挂牌新三板

实现净利润2600
万
年报披露90日内
启动IPO

实现净利
润2000
万

2019

实现创业
板IPO



基础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91321000552508646B 经营状态：存续

股票公开转让场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

注册资本：7275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寿猛 企业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真武镇滨东
村（工业园区）2-3幢

所属行业：通用设备制造业（C34）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陈寿猛 43,320,000.00 59.55

严祥 4,500,000.00 6.19

陈受勇 4,500,000.00 6.19

南京凯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0.00 4.12

周建华 2,250,000.00 3.09

牧金（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牧金新三
板私募基金1号 1,901,500.00 2.61

白伟 1,755,500.00 2.41

牧金（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0,000.00 1.51

无锡辉煜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80,000.00 1.48

江苏高盟建设有限公司 750,000.00 1.03



董事长简介

l 扬州十大好人

l 五一劳动模范 

l 江苏省好人榜

l 江苏省诚信企业家 

陈寿猛



专利权（部分）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有效期限

一种螺杆空压机用轴承座     ZL201420355381.0 实用新型 2014.6.30——2024.6.30

一种高密封性汽缸盖 ZL201320591300.2 实用新型 2014.4.30——2024.4.30

新型立式镗床 ZL201220190000.9 实用新型 2012.12.19——2022.12.19

一种新型轴承端盖 ZL201220311693.2 实用新型 2012.6.29——2022.6.29

一种高耐热真空泵体 ZL201320581702.4 实用新型 2013.9.22——2023.9.22

一种空压机用活塞式双缸 ZL201320589664.7 实用新型 2013.9.24——2023.9.24

一种空气净化除尘装置 ZL201320611127.8 实用新型 2013.9.30——2023.9.30

新型钻孔钻床 ZL201220190002.8 实用新型 2012.4.30——2022.4.30



主要客户

美国登福
Gardner Denver(U.S.A)

瑞典阿特拉斯
Atlas(Sweden)

美国开利
Carrier(U.S.A)

台湾复盛
FUSHENG(Taiwan)

汉钟精机
Hanbell(Taiwan)

美国英格兰索
Ingersoll-Rand(U.S.A)



公司荣誉

l 2011、2013年度先进单位 

l 江苏省质量信誉双十佳企业

l 江苏省质量信得过AAAA级品牌企业

l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l 扬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l 江苏省民营科技单企业

l 2011年度创业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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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

经营范围：
压缩机及缸
泵机械铸造
结构件的研
发、生产和
销售

主营产品：空
气压缩机机体、
气缸、缸盖、
皮带轮 、真空
泵、泵体及其
他各种铸件产
品

应用领域：石
油、矿山、钢
铁、航空、高
铁、汽车、运
输、纺织、医
药、食品等工
业、军用及民
用领域



压缩机简介

压缩机：将低压气体提升为高压的一种从动的流体

机械，广泛地应用在空气动力、制冷和气体分离等

领域。按工作对象分类，压缩机可以分为空气压缩

机、冷媒压缩机和其他介质压缩机。空气压缩机主

要用来提供空气动力；冷媒压缩机的工作对象是冷

媒介质，冷媒压缩机是空调和制冷系统的核心。



产品服务

CT55

台湾复盛活塞机阀板

MT55 TA120



产品服务

12952
2

阿特拉斯活塞机阀板

12871
5

12621
1



产品服务

缸盖、曲轴箱

台湾复盛产品

气缸 曲轴箱



产品服务

轴承座

台湾复盛产品

机壳 曲轴箱



产品服务

美国开利产品

曲轴箱曲轴箱



产品服务

美国开利产品

机体缸体汽缸盖



市场应用

l 公司产品和技术不断创新进步，客户覆盖了全球主要压缩机生产厂商，包括台湾

复盛、汉钟精机、瑞典阿特拉斯、美国英格索兰、美国登福、美国开利等。

l 公司下游产品压缩机应用于空气动力、制冷和气体分离、合成及聚合、气体输送

领域，覆盖了机械制造、化工石化、矿山冶金、制冷与气体分离、食品、制药等

行业。

l 公司销售部门和客户接触获得试制订单，公司工程研发部、计划生产部、品保部

按照客户订单要求试制产品，试制产品经客户验收合格后，公司将被纳入客户的

合格供应商名单；客户根据生产情况定期向公司下达量产订单，公司根据订单制

定标准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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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分析



行业发展

       2003年以来，随着机械制造、化工石化、食品医药、矿山冶金等

行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压缩机等相关通用机械的需求快速增长。

       2012年后我国压缩机市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但随着环

保节能的要求不断加大、冷链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压缩机细分产品

市场发展迅速。

       据《压缩机》资料，2013年我国空气压缩机行业整体销售收入为

437.08亿元，同比增长21.37%，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压缩机

行业将会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随着压缩机整体市场规模的增长，

压缩机零配件市场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 



未来趋势

市场空间 到2015年我国压缩机市场容量已超过300.00亿元，中国作为世界机械工业的基础工
业的加工基地，特别是铸件加工基地，无疑给行业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市场辽
阔，发展空间巨大，国内每年空压机需求量在2亿多台。

需求拉动 机械制造、化工石油、食品医药、矿山冶金等行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压缩机等相关
通用械的需求快速增长，“十三五”压缩机行业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4%－5%。

产能转移 随着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压缩机重心也向大陆转移，国际主要的压缩机
生产企业英格索兰和阿特拉斯等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新增需求 受益于消费升级和安全意识的提高 ，我国人均冷冻冷藏食品消费量不断提高。但目
前存在冷库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 ，冷链物流 将迎来大发展，相应对制冷设备的需求
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拉动 冷媒压缩机景气度提升。

技术升级 随着压缩机行业对比功率、噪声等性能指标的要求越来高，对上游配套结构件的技
术参数要求日趋严格，给技术领先的主机构件厂家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



细分行业
近年来铁路行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我
国铁路进入快速发展期。5年，走完国
际上40年高速铁路发展历程，中国迅
疾跨入引领世界的“高铁时代”!

瑞典阿特拉斯看到了中国“高铁时代”，客户对
高品质空气压缩机的需求，专门根据中国高速铁
路的特点开发了轨道交通压缩空气系统可为各种
轨道机车车辆提供高品质的压缩空气，为铁路工
业量身打造产品和服务，气动系统包括中央制动
系统驱动、气动车门开关系统、车辆气动悬挂以
及很多辅助应用，对于保障轨道交通车辆的平稳、
安全运行至关重要。



中国高铁

2010年阿特拉斯和中国南车集团达成了
技术协议，在未来的三年内将供应496
台GAR14喷油螺杆压缩机和相关的维护
保养包给该公司约140列长短编组动车
作为整车制动系统的主空压机。

中国南车集团
中国最大的城轨地铁车辆制造商

中国南车CRH380A新一代高速动车组装配
的主空压机GAR14是阿特拉斯针对铁路工
业应用专门开发的产品。 自2010年第一台
阿特拉斯GAR14空压机装上CRH380A新一
代动车至今，已有310台空压机运行在京沪、
沪宁、武广、沪杭等线路的高速动车组上，
对于动车组的安全顺利运行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细分行业

2008年北京奥运会接近70%的空调项目

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国际机场

上海东方明珠、金茂大厦、国金中心

“鸟巢”国家体育场、上海世博园

喜来登、万豪、香格里拉等等
          

开利项目：



冷链物流

导致食品采收后浪费的10大原因
中，冷链运输的不当与缺失排在
首位。

食品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年在整体贸易形势低迷的情况下逆
势上扬，保持快速增长，这给冷链物流
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开利全面展示开利冷机为食品从田间到
餐桌的全程冷链保驾护航让更多人了解
开利的冷链技术。



冷链物流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建设一
直都跟不上我国农产品的运输、
贮藏的需求，很多农产品在运
输、贮藏的过程中，由于没有
低温贮藏的条件导致变质浪费。
我国每年因此所遭受的损失十
分庞大。

大力建设农产品冷链物
流迫在眉睫。



冷链物流
进入“十二五”之后，政府对农
产品冷链物流的建设尤其关注。
从《农产品冷链物流“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可以看到，我国对
于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建设目标是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冷库库容
的年增速要在30%以上，力求到
2015年我国冷库库容总量达到一
千万吨。冷链物流建设的加快，
势必给压缩机行业带来广阔
的商机。制冷设备是离不开
压缩机的，压缩机就好比是
制冷设备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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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优势



企业亮点
1、已拥有铸造准入证，国家级（工信部）资格证书，此证书申请难度极大；

2、在合金铸造的规模领域上，与四家世界500强的机械类企业有战略性合作关系；

3、铸造加工一体化装备深受广大客户青睐；

4、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非常高，市场容量巨大；

5、腾达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享有国家退税政策；

6、已与美国开利公司签订2亿订单合同；



技术实力
腾达拥有先进的铸造生产线、机械加工中心、

检测设备；目前已拥有19项专利技术；施行

5S现场管理模式，严格执行TPM全面质量管

理体系，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公司

多项产品获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证。

ISO9001认证

机械加工中心

三坐标检测仪



稳定客户

公司在对外业务本着质量第一的原则,积极拓展
各项业务,先后与多个一流供应商形成合作关系,
使公司的业务量保持每年的稳定递增。

在2016年2月，公司与美国开利全球采购
总监就双方战略性合作框架协议进行签订。  



稳定客户

在2016年1月，公司与美国登福全球采购总裁签
订了战略性合作协议； 2016年到现在，已有94
个新产品项目落户我公司。

登福欧洲区采购总监到公司考察  



稳定客户

董事长陈寿猛与汉钟精机董事长余昱暄就双方建立战略合作伙伴进行交流



铁膜覆砂生产线

质量的保证来源于生产过程设备硬件保证。江苏腾达拥有先进的铸造生产线及相应的高
尖端检测仪器。同时,拥有23台加工中心的金加工能力,从铸造到加工形成有效的闭环。



隧道抛丸机

公司引进的积放式隧道抛丸机生产效率是原老式抛丸机的十倍,在同行业中为首屈一指。



静电喷涂线

公司新投入的静电喷涂线，改变了传统的防锈处理。



加工中心

整个金加工不仅有23台加工中心，还拥有45台通用设备，在管理上采用丰田看板目视化管理。



超声波清洗机

公司高要求、严标准，向供应商提供销高清洁度的零件，供美国开利缸盖清洁度要求仅为5毫克。



成品库房

公司对不同的厂家、不同的产品，采用定区、定层、定位的“三定”原则进行成品库房管理。



树脂砂生产线

公司的树脂砂生产线，年产1.5万吨,员工仅需20人,比传统模式生产减少50人,整个生产线具
有三个立体仓库,铸件开箱采用的世界顶级的英国克莱斯曼220万元的机械手,生产过程引用
了大量的防错系统,保证的产品质量。



树脂砂生产线

英国克莱斯曼机械手合箱180度翻转机



精加工生产线

 2016年9月与日本MAKINO签订二台加工中心合同 2016年10月与美国辛辛那提签订加工中心合同



树脂砂生产线

   2016年8月5日与ZEISS签订了采购合同 2016年10月20日与ZOLLER签订了采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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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计划



股份交易

融资用途 1、扩建厂房及生产线
2、补充流动资金

融资方式 股份交易

融资价格 11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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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报预期



投资回报

创业板IPO上市

本次融资价格每股11元，预计2018年启动

上市，上市创业板后价格在80-100元，上

升空间巨大！



上市条件

（一）发行人是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一千万元;或
者最近一年盈利，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五千万元。净利润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三）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少于两千万元，且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四）发行后股本总额不少于三千万元。



IPO规划

2017实现2000
万净利润

2019创业板IPO上市

2018实现2600万
净利润且启动IPO



投资总结

       江苏腾达致力于成为服务全球一流压缩机整机

厂商的铸造结构件供应商，将继续专注于细分行业。

通过持续技术创新，在2019年实现创业板IPO，成

为中国一流、世界有影响力的压缩机主配件研发制

造商。



谢谢观看

感谢各位投资人对江苏腾达的支持与关注！

本资料仅供合格投资人阅读，非公开阅读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