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598 证券简称：金博股份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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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会议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

称及人员姓

名

姓名 任职机构 职务

俞华 浙江新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毛文涛 前海海运通投资 投资经理

李厚辰 译信基金 投资研究经理

王子枫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易建 上海红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韦杨林 深圳市鑫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投资总监

陈申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丁亚 新时代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行业分析师

孙光英 浙江爵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娄宁 北京禾晟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曲芳 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洪滨卿 银杏资本 投资总监

樊政 上海御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力华 广州荣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彭凌 上海禄象投资管理公司 投资总监

董瑞斌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 中小市值行业首席

杨琪 上海联创永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

汪文昊 深圳中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王靖夫 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 秘书长

成炳坤 北京中港融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机构部总经理

刘文辉 杭州惠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张天阳 深圳前海鼎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邱健 上海明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秦美云 上海顺理天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助理

吕科 深圳市前海运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首席研究员

曹国军 上海天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研究员

方圆 杭州豫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王佳 成都远盛投资集团 投资发展部部长

会议时间 2020 年 7 月 1 日 10:00

会议地点 天祥水晶湾金博股份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总经理：王冰泉先生

董事会秘书：童宇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罗建伟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公司的碳基材料可以应用在芯片制造中，请讲解一下公司在芯

片制造中充当的角色，和未来在这方面的发展规划？

答：（1）公司产品主要用于光伏、半导体领域热场系统。

光伏、半导体领域对于热场系统材料部件的生产标准、技术门槛存

在差异，半导体领域对于热场系统材料部件的纯度要求较光伏领域

略高，除此之外，其他生产标准、技术门槛不存在差异。

目前，公司产品已经在有研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锦州神工半导体

股份有限公司等国内半导体厂家得到了应用。

（2）半导体领域的高附加值、认证门槛较高等特点短期内限制和制

约了公司在半导体晶硅制造热场领域的市场开拓。但随着国家加大

对半导体行业的投入和大硅片国产化进程的加快，公司产品在半导

体领域的应用将会得到快速发展，并能够为国产大硅片提供高性能、

国产化热场部件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支撑。

二、公司的产品在下游企业中，更换的频率和周期会是多少？

答：公司产品的使用寿命情况如下：

（1）坩埚：其主要功能为承载石英坩埚（石英坩埚里面盛装硅料），

高温下石英坩埚表面与坩埚表面会产生化学反应，进而腐蚀坩埚，

此外，热场中挥发的硅蒸汽也会腐蚀坩埚，且出料时取石英坩埚需

要敲击，这三个过程对坩埚损伤较大，使得坩埚使用寿命较短，一

般在 6到 8个月左右；

（2）保温筒：其主要功能为构建热场空间，隔热保温，但易受硅蒸

汽腐蚀，因此其使用寿命中等，一般在 12-18 个月左右；



（3）导流筒，主要悬挂于液面之上，其内部通氩气，受硅蒸汽腐蚀

较小，因此其使用寿命相对较长，一般在 24 个月左右。

三、公司在晶硅制造领域的市占率如何？与同行的竞争优势是什

么？

答：（1）公司在晶硅制造领域的市占率

由于未有权威机构针对该细分行业产品的需求、市场占有率的统计，

计算产品的需求和市场占有率可将坩埚、导流筒折算为单晶拉制炉

炉台数，再将炉台数折算为单晶硅片的出货量，计算其占全球光伏

用单晶硅片的出货量的比例，从而推算出公司目前产品的市占率，

现约为 30%左右。公司将根据项目建设、市场情况、竞争对手情况

来拟定市占率目标，进一步提高市占率。

（2）与同行的竞争优势

1）研发优势

①具有创新能力的研发队伍

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低成本制备关键技术为目标，

组织了一支涵盖材料、纺织、无纺、机械、电气等多学科的核心研

发团队。公司的研发人才团队于 2016 年被湖南省委组织部、人事厅、

科技厅等部门认定为新材料创新团队。通过多年的锤炼，该研发创

新团队在先进碳基复合材料的科学研究、工程化设计与制造方面形

成了持续的研发能力。经过持续的研发创新，公司突破了碳纤维预

制体准三维编织技术、快速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关键装备设计开发

技术、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品设计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的产品、

装备与工艺获得了 65 项专利授权，公司获评为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等；另外，公司近几年加大研

发投入，目前已经申请专利

②强大的工程化技术转化能力

公司已形成了一套从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到装备自主研发的完整技

术成果转化体系，可使公司的科研成果迅速进行产业化，并形成规

模化优势。基于性能和性价比优势，公司产品逐步在光伏行业晶硅



制造热场系统部件中对等静压石墨进行进口替代及升级换代，2 项

产品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1 项产品获得湖南科技进步一等奖，形

成了 5项产品行业标准。

2）客户优势

公司凭借出色的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服务，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获得了较高的客户认可度。公司主要客户包括隆基股份、中环

股份、晶科能源、晶澳科技等。公司客户以行业领军企业为主，其

在晶硅制造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行业地位，具有经营稳定、

运作规范等特点。公司与该类客户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对于行

业的核心需求、产品变动趋势、最新技术要求的理解更为深刻，有

利于研发生产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提高在先进碳基复合材料领

域的市场竞争力。

3）产品质量优势

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制度，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公司始终在产品研发设计、原材料选择、制造工艺优化、过

程质量控制、售后服务等方面追求卓越，保证了产品质量，建立了

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品牌形象。公司在 2018 年获得隆基股份“卓越品

质奖”，在 2019 年获得中环股份“优秀供应商”称号。

四、公司2016年到2019年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分别为2500万、1600

万、5000 万和-614 万，公司净利润持续上升，现金流却出现较大幅

度波动的原因是什么？

答：公司遵照谨慎性原则对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承兑银行的

信用等级进行了划分，分为信用等级较高的 6 家大型商业银行和 9

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下简称“信用等级较高银行”）以及信

用等级一般的其他商业银行及财务公司（以下简称“信用等级一般

银行”）。6家大型商业银行分别为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

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9 家上

市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为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



大银行、华夏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浙商银

行。上述银行信用良好，拥有国资背景或为上市银行，资金实力雄

厚，经营情况良好，根据 2019 年银行主体评级情况，上述银行主体

评级均达到 AAA 级且未来展望稳定，公开信息未发现曾出现票据违

约到期无法兑付的负面新闻，因此公司将其划分为信用等级较高银

行。

公司将尚未背书或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均作为应收款项融资进

行列报，造成净现金流增长与净利润增长不匹配。

五、公司的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能扩建、研发中心建设和营销中心

建设项目进展如何？扩建产能什么时候能落地？

答：募投产能大于 200 吨，建设期为二年左右，公司前期以自有资

金进行投入，预计会提前达产。

六、公司的主要研发方向是什么？一般的研发周期会是多长？

答：（一）研发方向分成如下方面：

1、现有碳/碳复合材料低成本化制备技术的提升与优化，进一步提

升产品毛利率；

2、研发新一代符合半导体高纯单晶硅制备热场用的更大尺寸热场

部件；

3、研发性价比高的碳/碳化硅耐腐蚀高纯热场材料；

4、展开耐磨碳基材料的研究。

具体如下：

第一步：巩固行业领导地位，为高温热场领域提供更加节能、更加

安全、更加高效的高纯热场系列产品。

公司将持续提升工程化制备能力，加强工艺技术创新力度，深化与

现有客户的合作，并积极开拓全球市场，加速高性能热场产品的推

广应用，持续巩固和加强在光伏应用领域的优势地位。

同时，进行前瞻性研究与开发，设计制造尺寸更大（从目前的 28 英



寸扩充到未来的 32 英寸、36 英寸热场）、纯度更高、能实现连续长

时间使用的全新一代热场系统产品，为光伏新能源领域、半导体领

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产品技术支撑。

第二步：进一步拓展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应用领域

以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全产业链低成本制备核心技术为基础，进行相

关领域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和市场拓展，积极布局真空热处理领域、

密封耐磨领域、化工耐腐蚀领域、氢能源电池领域等与先进碳基复

合材料相关的市场，继续丰富公司主营产品的种类，持续稳健的延

伸与扩大产业链，使碳基复合材料成为产品种类丰富、应用领域广

泛的先进复合材料。

第三步：打造全球领先的碳基复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平台

进一步发挥公司的研发和产业化优势，通过持续创新与自主研发，

把公司打造成全球领先的碳基复合材料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平台，使

公司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碳基复合材料制造商与供应商。

（二）研发周期

研发周期要根据具体产品而定，且研发过程存在不确定性。

七、硅片尺寸对热场相关产品影响多大？

答：理论上，硅片尺寸越大，对应的热场产品尺寸也越大，两者之

间有一个合理比例，在这个比例范围内，成本最低，品质最好。从

目前硅片尺寸的发展来看，未来硅片主流尺寸应该是 166、180 或者

210，对应的热场尺寸分别为 28、32 和 36 吋。鉴于公司产品在各项

性能方面优于传统石墨材料，硅片向大尺寸的发展有利于公司产品

的推广运用，加速对传统石墨材料的替代。

八、光伏用单晶拉制炉热场系统部件的未来五年的增长趋势？

答：未来五年，是光伏发电实现平价上网、迎来大发展的五年，是

光伏发电单晶技术路线全面超越多晶技术路线的五年，是碳基复合

材料热场快速替代传统等静压石墨热场的五年。根据 CPIA（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预计，2025 年全球光伏市场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85-200GW，较 2019 年增长 54%-67%，单晶硅组件市场占比约为 73%，

较 2019 年提升 20%左右，市场增速领先于多晶硅组件。基于晶体结

构差异，单晶组件的转换效率高于多晶组件，其成本下降幅度将直

接影响单晶组件的市场份额。公司的碳/碳热场产品，为光伏单晶硅

棒制备的连续拉晶、多次投料、拉速提升等技术提供了支撑，是光

伏单晶组件的成本下降过程的重要一环。未来，公司将根据下游市

场需求情况，以深化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秉着互利共赢

和共同发展的原则，主动降低产品价格，持续推动单晶组件的降本

进程，在单晶组件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的同时，促进公司销售规模

和市场地位的持续提升。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0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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