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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7                           证券简称：锐科激光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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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2018 年 10 月 30 日参会人员： 

东北证券 张立、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王帅、高毅资产 罗迟放、

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昊、渤海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中

华、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李东、长江证券研究所 周迪、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骆尖、民生证券 丁健、深圳市徐星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张东伟、金友创智投资 傅鸿浩、天风证券研究所 郭泰、

陆晋怀、平安证券 胡小禹、方正证券 黄瑞连、李远剑、无锡建飞企

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冯孟军、长城证券金融研究所 余芳沁、中信资

管 邱颖、国泰君安创投 李庄骅、天风证券电子 张健等 113 位投资

者。 

2018 年 11 月 2 日参会人员： 

长江证券 王伟、吉祥人寿 曹流、万泰华瑞 刘轩、国金证券 樊志

远、标朴投资 陈玮毅、华泰证券 李彦、华泰证券 何粮宇、永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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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徐笑然、西部证券 杜威、华泰证券 祁腾、沁源投资 傅明、银华

证券 王利刚、天弘基金 吴明鉴。 

时间 

2018 年 10 月 30 日 上午 10:00—11:30 

2018 年 11 月 2 日  上午 10:00—11:30 

地点 

2018 年 10 月 30 日会议地点：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楼 502 会议室 

2018 年 11 月 2 日会议地点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楼 501 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2018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参会人员： 

锐科激光董事会秘书卢昆忠、财务负责人黄璜、副总经理李杰 

2018 年 11 月 2 日参会人员： 

锐科激光董事会秘书卢昆忠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

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附件清单

（如有） 

观看公司宣传片，锐科激光董秘卢昆忠做公司基本情况介绍，并对公

司第三季度业绩进行了简要说明，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10.85 亿

元，同比增长 66.16%，利润总额 4.29 亿元，同比增长 84.64%，归

属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 3.64 亿元，同比增长 68.94%。公司第三季

度实现营收 3.33 亿元，同比增长 59.20%，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06 亿元，同比增长 42.25%，符合之前预期。公司 1-9 月份分产品

销售情况，连续光纤激光器销售收入 8.35 亿元，整体毛利率达到



3 

 

55.15%，脉冲光纤激光器销售收入 1.65 亿元，整体毛利率提升至

38.18%，公司毛利率维持较高水平。公司通过持续的技术研发，更

高功率的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为客户逐步接受，2000W 以上的销售

金额超过 3 个亿，同比增长 270%以上，公司承担的湖北省科技厅

20kW 光纤激光器项目已顺利通过湖北省科技厅组织的验收工作。在

中低功率产品销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高功率产品销量快速增长。截至

2018 年 9 月，连续光纤激光器产品的销售收入已达销售总收入的

77%。然后接受投资者提问，主要回答如下： 

1、公司 2017 年四季度毛利率偏低的原因？ 

公司去年四季度确定了 2000 万左右的技术开发服务收入，这项业务

拉低了毛利率；根据部分客户的协议，年底会对客户根据销售收入进

行返点，去年第四季度返点了 2000 万元左右，也对毛利率产生了影

响。2018 年第四季度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 

2、远期毛利率的规划？ 

以前每年都会有特别大的降价。国外竞争对手对锐科激光加大关注之

后，采取一定的价格打压。过去几年，公司由于产品结构的改善，毛

利率得到了稳步提高，现在的目标是维持毛利率的适当稳定。一是进

一步控制成本，二是向更高功率产品结构升级。6kW 以上国外竞争对

手仍然保持垄断地位，价格相对稳定，公司在更高功率产品的毛利率

相对更高。 

3、2018 年销售策略变化？为什么应收大幅上升预付大幅下降？是否

有垄断性独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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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销售政策没有变化，应收和应付是随着业务规模同步上升，一

些老客户的信用等级提升，给与了更多的账期；核心原材料基本没有

独家供应商的情况。 

4、光纤激光器 20 亿美元市场，市场未来空间是否够大？ 

2017 年国内市场 60-70 亿人民币规模，国外竞争对手占到 40 亿以

上的份额。公司目前体量相比较小，同时未来大功率切割、焊接及

3D 打印等市场还具有较高的成长性，2020 年保守估计中国光纤激光

器市场会有 100 亿元市场规模。公司的目标是在 2020 年能够进一步

提高市场占有率，达到 30 亿元左右的规模。目前来看，在短期公司

的主营产品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5、宏观经济下行，下游客户是否会积极采用激光设备？ 

现在制造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力成本增加，激光是实现智能化、

自动化生产方式的重要工具，远期来看是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

率的重要手段。而且随着国产化的进一步推进，激光器价格已经降低

很多，下游客户的采购热情更高。还有很多领域由于工艺和环保的要

求，必须采用激光加工方式，因此下游客户对于激光设备的采购趋势

是不会下降的。 

6、公司与国外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如何？ 

公司下游客户数量众多，目前有 700-800 家国内客户，我们在国内

具有更广泛的销售网络和更优的售后服务。公司具有本土优势，员工

群体十分年轻，具有创新的能力和服务客户的能力。 

7、国有体制是否会对公司发展形成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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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够发挥国企的平台优势，同时也会保持市

场竞争的灵活性。通过公司控股股东优势取得的一些技术开发项目虽

然利润率并不高，但是对于公司的技术引领作用强，技术保持领先以

及前沿探索还是有很好的扶持作用。公司是航天企业所属，具有完善

的管理体系和很强的质量管理经验，对公司的市场推广有一定的品牌

优势。 

8、公司营收环比下降的原因？ 

三季度是传统淡季，一般都比二季度差；一般来说，一、三季度比较

差，二、四季度销售比较好。同时还要考虑到二季度确认了 5000 余

万的技术开发收入。 

9、国外竞争对手的 40%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但 3C、汽车这块还没有，

如果未来与国外竞争对手的直接竞争越来越多怎么看待？ 

这是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光纤激光器市场上我们排在国外竞争对手后

面，居第 2。1990 年国外竞争对手成立，但是直到 2007 年锐科激光

才成立。国外竞争对手比我们成立早 17 年。我们现在主流产品与国外

竞争对手差距在 1-2 年，比如他们的 6000W 产品在 2-3 年前规模化

生产与销售，公司去年开始规模化销售。公司与国外竞争对手公司的产

品重合度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直接、激烈。脉冲激光器国外竞争对手

不再降低价格，但在中功率比较激烈，高功率与超高功率竞争目前还没

有那么激烈，公司产品还有向高功率拓展的空间。公司将会进一步提高

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来保持公司产品的竞争力，在降低成本方面，采购

规模的进一步加大会进一步下降。另外，自制器件和原材料的比例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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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空间，如光纤的自制比例现在还比较低。 

10、高功率和超高功率产品市场如何？ 

主要用在金属加工。在国外市场，大功率和超高功率激光器已经成为

主流， 6000W 在发达国家的大设备集成商是起步门槛，因此国内市

场仍然有继续升级和增长的空间。 

11、激光在切割领域渗透率高，焊接领域较慢，怎么看未来发展？ 

激光在切割领域发展比较快，主要是因为激光切割机是通用设备，随着

价格的快速下降，市场渗透率增长较快，但焊接领域一般是定制领域，

需要特殊工艺特殊设计，具有定制化的特点，毛利更高一些。而焊接领

域定制化的特点决定了不是一家公司所能垄断的，因此大有前途。焊接

也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应用领域牵引才能快速起量，比如新能源汽车和

动力电池。 

 

注：所有交流内容均未涉及公司未公开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