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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1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15:0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先生； 

独立董事：朱映彬先生； 

财务总监：罗海燕女士； 

董事会秘书：周一波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并严格按

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如有） 2021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实录 

日期 2022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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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实录 

 

1、水军总督：公司最新披露的 2022年一季报显示，净利润增速为 70.26%，而营业收入增速

仅为 16.24%，请问两者增速差异巨大的原因是什么？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两者增速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期间销

售产品结构变化所致。公司产品品类较多，不同产品的毛利率差异较大。2021 年一季度公司综合

毛利率为 49.35%，2022 年一季度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61.43%，2022年一季度毛利率较去年同期较

大幅度增长，从而使得净利润增速远高于营业收入增速。谢谢关注！ 

2、久余必厌：你好，董秘。请问到 4 月底股东人数是多少？ 

董事会秘书周一波：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2年 4月 29日，公司股东人数为 18,341

户，谢谢关注！ 

3、果酱巧乐兹：歼 20战斗机的隐形材料是不是公司生产的？谢谢你！ 

董事会秘书周一波：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您提的关于我司特殊应用领

域材料应用方面具体相关信息涉密，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对外披露任何涉密信息。相关规定，您

也可向您所在省、市、县（区）保密部门咨询，敬请您谅解！谢谢关注！ 

4、怪我还爱：请问公司有重组或购买优质资产的意向吗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从 2021 年开始集中

资源全面聚焦于“特殊应用领域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布局和发展。我们将以

宽普科技为依托，通过机制优化、管理提升、人才引进、投资孵化、并购重组等多种手段，围绕

特殊应用射频微波价值链做强做优、做深做透，打造国内领先的特殊应用射频微波综合解决方案

供应商。我们将以康泰威为基础，通过资源聚焦、能力提升、机制优化、市场开拓等措施，实现

热障涂层产品业务的稳定发展及吸波复合材料制品业务有效突破，打造国内领先的特殊应用热障、

吸波复合功能材料制品供应商。公司也一直在寻求上述领域内优质资产的投资和并购，以不断提

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谢谢！ 

5、苏冷忆：请问公司原材料进口比例是多少？有关键原材料不能实现进口替代的吗？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原材料绝大部分已实现国产化，少部分正

在朝国产化努力。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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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名浪：请问佛山市康泰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1季度盈利了吗？亏损幅度多少？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年以来，公司热喷涂材料产品成功应用于 X

型飞行器，并实现批量供货；吸波复合材料产品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

小批量试用阶段。但由于春节和疫情的原因，康泰威的实际出货量有限，存在较小金额的亏损。

谢谢您的关注！ 

7、是否心有偏差：尊敬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您好！公司发展潜力巨大！公司什么时候能送

股分红派息？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公司经 2022年 4月 21日召开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当前总股本 139,885,251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3,988,525.1 元（含税）

同时以总股本 139,885,25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股，共计转增 41,965,575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变更为 181,850,826 股。 

8、失心木偶：请公司将 T/R组件列为主要产品之一，请问公司在这方面市场前景如何？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T/R组件被广泛应用于

相控阵雷达，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但当前 T/R 组件尚不是公司的主要产品，收入贡献有限。谢谢！ 

9、囿于昼夜：您好王总，请问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公司截至去年底未执行订单是多少？公

司目前是否已经完成搬迁？未来订单能否满足新增产能？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去年底未执行订单充足并较前一年呈增长

趋势，但基于保密主管部门要求，具体数据不便披露。您也可以查阅年报里存货科目（发出商品

和在产品）了解有关订单备货变化情况。公司子公司宽普科技已于日前完成了整体搬迁，公司会

结合客户的订单情况及自身产能合理布局。谢谢关注！ 

10、眼中世界：贵司的隐身材料有没有批量化生产，还有就是机构最近没有调研是不是在披

露期间啊？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公司的吸波隐身

多个型号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小批量试用阶段。公司目前没有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机构调研事项。谢谢。 

11、长久变成依赖：王刚先生你好：新劲刚公司这次计划增发新股融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

了扩大产能，还是收购资产？亦或者是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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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前期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最终是否正式启动发行事项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是为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市场拓展筹

措资金，敬请留意公司后续公告。谢谢！ 

12、182****0873：1.2022Q1 毛利率及净利率大幅提高的原因及可持续性？2.公司 2022.4.2

2 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2022一季报

显示公司账面资金理财 3.6亿，公司年营收不到 4亿，且经营性现金流为正，亦无金融借款，请

问本次定增资金主要用途及通过定增方式募资的合理性？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公司 2022Q1毛利率和净利率大幅增长主

要是因为当期确认收入的销售订单中高毛利产品占比较高所致。公司产品品类繁多，同时公司以

定制化模式组织产品生产和销售，相关会计期间毛利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当期确认收入的产品结

构，因此存在毛利率波动的可能性。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公告》旨在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将根据公司的融资需求在授权期限内审议并决定

具体发行方案。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资金需求以及市场情况决定该事项的实施

进度，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谢谢关注！ 

13、无愧于地和天：请问公司第一季度在建工程是去年年底的 2倍多，请解释？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季度在建工程余额比去年年底余额增加的原因

是新生产基地产生的装修费用，公司新租赁的生产基地在去年底才开始动工装修，在一季度暂时

还未完工，因此在建工程的余额一直在增加。 

14、182****0873：康泰威新材料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扭亏？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康泰威的热喷涂材料产品已成功应用于 X型飞

行器，并实现批量供货；吸波复合材料产品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进入小批

量试用阶段。因此，康泰威的业绩状况将日趋向好。但是，特殊应用领域具有其固有特点，康泰

威的最终盈利状况取决于下游装备的列装进度和批量大小。谢谢。 

15、强迫症患者：贵公司有没有回购计划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还没有回购计划，公司注重保护投资

者的权益，上市公司回购公司股份需要结合市场情况及公司经营发展规划等因素综合考虑，未来

公司如有相关计划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谢谢关注！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16、诺诺：公司原称年报将公告订单变化，结果仍无相关数据披露（与一些同类公司不同），

能否披露相关信息？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去年底未执行订单

充足并较前一年呈增长趋势，但基于保密主管部门要求，具体数据不便披露。您也可以查阅年报

里存货科目（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了解有关订单备货变化情况！谢谢。 

17、痴心友：贵公司今年新签订单如何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去年底未执行订单

充足并较前一年呈增长趋势，但基于保密主管部门要求，具体数据不便披露。您也可以查阅年报

里存货科目（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了解有关订单备货变化情况！谢谢。 

18、倦了世俗：请问旗下宽普公司今年有拓产或者拓宽业务考虑吗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我们将以宽普科技为依

托，通过机制优化、管理提升、人才引进、投资孵化、并购重组等多种手段，围绕特殊应用射频

微波价值链做强做优、做深做透，打造国内领先的特殊应用射频微波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谢谢！ 

19、疏影摇曳：贵公司 1 季报显示，合同负债大幅减少，是不是意味着，后续订单大幅减少？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一季度合同负债减少的原因是，前期收的预付款在一

季度已经确认了收入，并不是意味着后续订单减少。感谢您的关注！ 

20、随安稳：请问 2022 年公司计提了几百万元的商誉减值，是针对康泰威吗？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计提的是资产减值，不存在商誉减值，感谢您的

关注！ 

21、孤言自欺：请问王总，公司的产品的上游产品是电子原器件产品还是原材料，也就是问

问公司是不是一个组装厂。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宽普科技生产的产品的上游产品涉及电子元器

件，康泰威生产的相关产品的上游产品涉及原材料。公司全资子公司宽普科技专业从事射频微波

功率放大及滤波、接收、变频等相关电路模块、组件、设备和系统的设计、开发、生产和服务，

为国内众多特殊应用领域提供配套，是国内的射频微波功放领域的领先企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康

泰威主要产品为：热喷涂材料、电磁吸波材料、结构吸波功能材料制品、防腐导静电材料、ZnS

光学材料等，谢谢关注！ 

22、清风乀：谢谢全公司所有员工去年辛勤的工作，请问这优异成绩能持续吗，概率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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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肯定。做好公司经营管

理，提升公司价值，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以优异的业绩回报股东，公司责无旁贷！从 20

21 年开始，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于“特殊应用领域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的布局

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确保到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

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特殊应用领域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面临较长时期的景

气发展机遇。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而且宽普科技于近期正式启用新生产基地，生产条件和能

力将得到明显改善。康泰威的吸波复合材料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小批量试用阶段。因此，公司未来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特殊应用领域也具有其固有的

特点，实际盈利水平取决于下游的订单下达及产品验收进度。最终经营业绩情况请以公司正式发

布的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谢谢。 

23、红尘桃花仙：贵公司近期增发的目的是什么?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前期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最终是否正式启动发行事项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是为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市场拓展筹

措资金，敬请留意公司后续公告。谢谢！ 

24、执笔抒情：网上有传闻最近公司有定增计划，请查实下是否确有其事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前期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最终是否正式启动发行事项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是为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市场拓展筹

措资金，敬请留意公司后续公告。谢谢！ 

25、想念渐深：？网上有传闻最近公司有定增计划，请查实下是否确有其事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前期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最终是否正式启动发行事项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尚存

在较大不确定性。本次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主要是为公司业务领域拓展和市场拓展筹

措资金，敬请留意公司后续公告。谢谢！ 

26、不俗即仙骨：大股东可减持的时间及数量是多少？占比多少？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止目前我们没有收到控股股东的减持计划。

谢谢关注！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7、水军总督：过去几个季度公司的毛利率一直处于不管上行的阶段，请问这样上行趋势能

否得到延续，公司相关产品是否存在涨价的情况？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产品品类繁多，同时公司以定制化模式组织产

品生产和销售，相关会计期间毛利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当期确认收入的产品结构，因此存在毛利

率波动的可能性。感谢您的关注！ 

28、言外意：知悉公司近日搬迁新厂房，未来是否将扩大微波射频业务相关产能？旗下宽普

公司业绩喜人，也是军工相关领域龙头企业，是否有考虑扩大业务范围？据悉今年将有多款新型

军用航空器采用公司产品，相关订单是否饱和？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宽普科技已于近日完成生产基地搬迁，将较

大幅度提升微波射频业务的产能。宽普科技注重技术研发，拥有一支超过 100人的技术研发人员

队伍，致力于不断拓展产品的应用领域。受益于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长，公司目前销售订单充足。

谢谢。 

29、听见余生：请问公司搬迁后产能扩大多少？利用率预计能达到多少？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宽普科技新生产基地已于近日正式启用。从

场地面积分析，宽普科技现有经营场地面积是原有面积的近两倍。正式生产产能还取决于员工数

量、生产设备等多种因素，公司将根据订单状况进行柔性化调整。谢谢。 

30、看着你：王总，请问新厂区投产情况？第二季度以来的生产经营状况和去年同期相比是

否有较大变化？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新厂区已投入生产，公司目前订单充足并较前

一年呈增长趋势，生产经营状况一切正常。感谢您的关注！ 

31、像你自己：贵公司目前的在手订单是否充足？康泰威公司目前是否已盈利？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去年底未执行订单

充足并较前一年呈增长趋势，但基于保密主管部门要求，具体数据不便披露。您也可以查阅年报

里存货科目（发出商品和在产品）了解有关订单备货变化情况！康泰威的吸波复合材料产品已成

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小批量试用阶段。康泰威的业绩状况将日趋向好。

但是，特殊应用领域具有其固有特点，康泰威的最终盈利状况取决于下游装备的列装进度和批量

大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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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5****6309：请问贵公司在军工股中市盈率仅 24倍，反映机构或散户们对贵公司前景

不看好，是何原因导致？另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其他上市公司纷纷采取回购等各种措施维护股

价，而贵公司在这时点却在做减持，是何底气做的决定。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不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提升企业价值是公

司的不懈追求。二级市场的短期表现受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会根据公司的资金情

况和市场情况按照法定决策程序决定是否回购。股东减持是其个人行为。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33、翘尾猫：公司 2022 年还能保持高增长吗？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从 2021 年开始，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于“特殊

应用领域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的布局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确保

到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 2035年基

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特殊应用领域

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面临较长时期的景气发展机遇。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

而且宽普科技于近期正式启用新生产基地，生产条件和能力将得到明显改善。康泰威的吸波复合

材料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小批量试用阶段。因此，公司 2022

年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特殊应用领域也具有其固有的特点，实际盈利水平取决于下游的

订单下达及产品验收进度。最终经营业绩情况请以公司正式发布的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谢谢。 

34、182****0873：宽普科技近两年业绩高速增长，未来业绩可以保持当前的增速嘛？还是

说增速会逐步下降？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从 2021 年开始，公司集中资源聚焦于“特殊

应用领域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的布局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确保

到 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力争到 2035年基

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特殊应用领域

电子业务”和“特殊应用领域材料业务”面临较长时期的景气发展机遇。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

而且宽普科技于近期正式启用新生产基地，生产条件和能力将得到明显改善。康泰威的吸波复合

材料产品已成功通过客户端前期技术验证，有望在 2022 进入小批量试用阶段。因此，公司未来具

备持续增长的基础。但是特殊应用领域也具有其固有的特点，实际盈利水平取决于下游的订单下

达及产品验收进度。最终经营业绩情况请以公司正式发布的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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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5****6309：从年报看，吸波材料仅在汽车上运用，请问行业发展空间有多大？未来

有在飞行器上进行应用吗？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汽车和飞行器上，吸波材料在雷达隐身及防

电磁干扰等应用领域有广泛的发展空间。谢谢关注！ 

36、从未心动：公司公告称将对不超过上限十五亿的闲置资金进行理财，同时又发布公告称

将定向增发募集资金三亿，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 

董事、副总经理邹卫峰：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前期发布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公告》，最终是否正式启动发行事项将视市场情况而定，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发布的相关公告。谢谢！ 

37、135****7827：请问公司生产，销售人员大幅下降的原因？ 

财务总监罗海燕：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销售人员下降的原因是：2020 年底超硬业务剥离造成

2021 年的人员结构变动。感谢您的关注！ 

38、归时途来时路：请问军品 2022年起取消增值税免税的政策，对公司影响大吗？大约占

比例多少？22年 1季度已部分体现在季报中，比例是多少？ 

董事长、总经理王刚：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相关税收政策调整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将会产生

一定影响。为应对该等不利影响，公司会与下游客户积极探讨调整产品定价，以最大限度降低影

响程度。据测算，相关政策变化未给 2022 年一季度带来影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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