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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 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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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其他  

会议时间及

参与单位名

称或人员姓

名

2022年 12月 13日

达晨财智：高  尚    达晨财智：朗  力    达晨财智：马  飞

达晨财智：黄子翀    江西财投：陈少峰    江西财投：李京东

中信证券：黄耀庭    招商证券：董瑞斌    招商证券：陈云鹏

中信建投：韩  非    中信建投：常义乐    景顺长城：朱冰文

景顺长城：王卫秦    

2023年 1月 10日

东吴证券：王好尚

建信保险：杨  玥    锐天投资：栾  宇    建信基金：高青青

格林基金：刘  赞    凯恩投资：陈若伊    韶夏资本：潘旭虹

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      事      长：  张  峰  先生

董  事  会  秘  书：  彭勇泉  先生

新能源资深销售经理：  暴春凯  先生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一、简要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一体化的综合型企业集团。主要

产品为轴承、风电滚子、汽车安全系统和热管理系统零部件。公司深耕精

密制造技术二十多年，建有国家级技术中心、 CNAS 国家认证实验室、航

空滚动轴承浙江省工程研发中心，“环类零件精密轧制关键技术与装备项

目”荣获 201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轴承行业中属于创新和研发

能力较强的“专精特新”企业，是行业高端配套和进口替代的领先企业。



   

二、问答环节

问题 1、公司前三季度各业务板块毛利率的情况，以及对 2022 年及

2023 年的一个展望。

回答：2022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25.1亿元，同比增长 42.3%，

归母净利润 1.42亿元，同比增长 21.4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4亿

元。轴承产品包括成品轴承、套圈、风电滚子,业务收入超过 14亿元，同

比增长超过 60%，毛利率 18%左右；汽车零部件包括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

生器部件，业务收入约 3.3亿元，同比增长约 6%，毛利率 20%左右；热管

理系统管路件业务收入接近 7亿元，同比增长约 35%， 毛利率 12%左右。

主营业务整体毛利不到 18%。

公司前三季度营业收入约 25亿元，包括前三季度 FLT并表收入，如果

剔除 FLT并表收入约 4.5亿元，同比内生性增长仍接近 20%。从目前在手订

单及下游客户行业的趋势来看，预计公司 2022 年及 2023 年营业收入仍能

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公司属于重资产型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一定规模后，

毛利率的增长幅度往往会超过收入的增长幅度。

问题 2、想问一下，公司毛利率近三年及一期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

因是？ 

回答：公司近三年及一期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1、2021 年以来公

司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铜价、铝价的大幅涨价，但制造附加

值相对固定，导致热管理系统管路件毛利率大幅下滑；2、主要辅材以及

电、气、油等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增加了企业的成本；3、公司部分新产

品产能还在持续爬坡，规模效应尚未凸显；4、公司并购的 FLT 公司是轴

承销售公司，因 2022 上半年欧元贬值，导致毛利下降，也相对拉低了整

体毛利率。

问题 3、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盈利能力明显下滑，2022 年第四季度盈

利能力怎么样？

答：2021 年第 4季度生产经营正常，由于以下因素影响 2021 年 4季

度利润因素：a、公司员工股权激励于 2021 年 9 月完成过户，4季度分摊

股权激励费用 1,466万元；b、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完成对波兰 FLT 公司收

购共计产生中介税费 689.91万元，其中 4季度列支 580万元；c、2021 年

度可转债费用化利息共计 1,576万元，其中 4季度列支 403万元；d、2021

年计提商誉减值 509.7万元，在 4季度列支；e、根据谨慎性原则，2021 年

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285.66万元，其中：4季度计提 1,006.26万元。以

上共计影响 2021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约 3965万元。

上述影响因素中，股权激励费用 2022 年按季度均摊，公司可转债已

于 2022 年 6 月完成转股和赎回，新龙实业的经营情况略好于 2021 年，商

誉减值变化不大.总体来看，2022 年第四季度盈利能力将会比 2021 年第四

季度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问题 4、公司的风电滚子产能扩产情况？2022年前三季度风电滚子收

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5.5亿的销售收入？

答：公司已经公告准备投资近 3亿元建设年产 2200万件 4兆瓦以上风

电机组精密轴承滚子技改项目，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2.05亿元，工期两



年，全部建成后预计实现年收入约 5.5 亿元。自 2022 年 5 月 6 日召开董事

会审议非公开发行项目之后，公司已经利用自有资金在建设，该项目是技

改项目，产能逐步扩大，公司计划在 2022 年底完成投资额的一半左

右，2023 年底前完成该项目的全部投资，设备到位后尚需经历安装调试、

工艺优化、人员配备等产能爬坡的过程，公司预计 2024 年底前能够达到

满负荷生产，实现 5.5亿销售收入还需要结合下游风电装机的进度。2022

年前三季度风电滚子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3.5%左右。

问题 5、根据公司定期报告披露，公司已经研发成功海上风电轴承，

这部分产品交付情况怎么样？

答：公司海上风电变桨轴承滚子已经获得罗特艾德和德枫丹订单，终

端客户为上海电气、海装及金风科技，最大装机为 14MW；海上风电主轴

轴承滚子已经获得轴研科技的订单，终端客户为金风科技和东方电气，最

大装机为 7MW，首批海风主轴滚子已于 2022 年 10 月份交付。随着主轴轴

承国产化率的提高，预计未来公司主轴轴承滚子在风电滚子占比会逐步提

高。

问题6、现在有种说法，风机轴承“以滑代滚”，公司如何看待滑动

轴承在风机中的应用？

回答：公司认为“以滑代滚”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滑动轴承与滚动

轴承属于不同的技术路线，国内有风电轴承厂家进行了相关试验，发展前

景仍需要市场较长时间的验证。根据滑动轴承的工况，未来可能会在风机

齿轮箱部分轴承代替滚动轴承，不可能在风机轴承全面取代滚动轴承。

问题 7、公司成品轴承、轴承套圈及其他汽车零部件在新能源车中所

占比例多少？

答：汽车行业是轴承产品下游第一大客户行业，公司的成品轴承和轴

承套圈大部分运用在汽车行业。成品轴承作为汽车主机厂二供，轴承套圈

作为汽车主机厂三供，目前大部分产品都能在传统车和新能源车中使用，

公司掌握不了相关产品具体应用在新能源车中的比例，但随着新能源车销

售占比的不断提升，公司相关轴承产品在新能源车中的占比也会不断提

升，同时公司还在开发驱动电机轴承、新能源车变速箱轴承等新能源车专

用轴承，以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公司安全气囊汽车发生器部件主要用于

汽车侧气帘及腰部气帘等，随着近两年新能源车“造车新势力”的崛起以

及新能源车配置比同价位燃油车配置丰富的原因，近两年收入增长较快，

这款产品在新能源车中占比较高。

问题 8、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用轴承产品上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答：公司经过二十多年的精耕细作，已经成功打造出一条涵盖精密锻

造、制管、冷成形、机加工、热处理、磨加工、装配的“纵向一体化”轴

承、精密零部件制造产业链，具备轴承全产业链的优势。2022年 9月，公

司参与了 JB/T《滚动轴承  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用轴承》（项目计划编号

2020-1205T-JB）行业标准专业预审会；公司独立自主研发的“高可靠性

轮毂轴承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获 2022年度国家“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三等奖 ；“新能源汽车滚动轴承制造关键技术及产业应用”项目

获 2022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下属子公司捷姆轴承入选

2022年浙江省第一批智能工厂。技术和研发上的突破能够确保公司未来相



关产品保持竞争力，同时公司在汽车产业链中多年积累的高端客户群体也

有利于公司产品在新能源车汽车中的应用。

问题 9、公司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产品的优势？

回答：公司在多年对特种钢材应用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并积累了对特

种钢材添加微量元素的经验，并和相关方共同研发成功用于生产汽车安全

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的特种钢材，并利用公司具备的制管、冷成形及精加

工等基础工艺，在国内独家成功研发和生产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

用钢管，辅之以公司自行研发设计的探伤设备对产品进行全截面探伤，成

功实现进口替代。

问题 10、公司非公开发行已经成功过会，想了解下后面的进展？

回答：公司非公开发行已于 2022年 9月份取得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批

复，批文有效期 12个月。公司会和承销券商中信证券就发行事宜作出合理

的计划安排。同时为提高效率，相关项目的建设已经开始同步实施，等募

集资金到位后履行相关程序进行置换。

三、现场参观

参观公司高速锻造、滚子机加工、热处理车技、汽配分厂及滚子分

厂。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3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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