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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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公司 2021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投资者 

时间 2022年 5月 13日 15:00-17:00 

地点 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网络互动方式）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总经理：黄自伟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曹洪伟先生 

独立董事：王同孝先生 

财务总监：崔保航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问题 1、该公司属于高尖端煤矿智能化企业，又属于军

工企业，业绩平稳增长，为什么股票一直下跌，损伤投资者

信心，成交量低，是不是企业内部管理有啥问题，我持有该

股近一年，成本价 10.9 元，一直亏损达 60%，企业下步还

增发，怎么让股民有信心去投资买股票？应该让证监会立

案审查，还投资者清白。 

您好！公司股价受多方面影响。公司一直坚持规范运

作，截至目前没有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况。 

问题 2、目前在手订单有多少？智慧矿山业务方面在手

订单有多少？  

智慧矿山是近期国家大力支持和倡导的行业，出台多



项鼓励政策，公司对此充满信心。具体业务数字请见公司信

息披露。 

问题 3、公司的定增计划目前有人选了么？  

已经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表达了参与兴趣 

问题 4、请问下，富华宇祺业绩承诺监管措施  

您是指监管层的监管措施吗 

问题 5、师凯科技是否复工，请公司以后对类似问题采

取认真态度，每次问董秘，含糊其辞一句话就沒有后续应重

视中小股东利益，难怪公司成长能力和运营能力这么差  

疫情对师凯确有一定影响，但预计不大。近期已经部分

复工，正在向当地政府请示，预计近期全面复工。因军工产

品订单比较稳定，预计对订单影响不大。公司全面复工后，

将通过加班加点等方式，努力完成产品的生产和交付。 

问题 6、尊敬的董事长您好,我提两个投资者比较关心

的问题，希望得到解答 1、请问疫情对师凯科技的影响如

何？是否会导致订单大量流失，从而导致师凯全年业绩大

幅下滑？请结合在手订单及行业发展趋势做详细介绍。2、

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13 日“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

回函的公告”中预测富华宇祺 2022 年度-2025 年度未来 4

年营收分别为：1.99 亿，2.32 亿，2.72 亿，3.02 亿。2022

年收入构成如下：1、矿山 5G 通讯产品 9000 万 2、UWB 人

员定位系统 6000 万 3、矿用智能装备 2000 万 4、矿用新能

源车辆配件 1000 万 5、轨交产品 1200 万。现在时间已经快

过半了，请问富华宇祺现在订单情况如何，是符合预期还是

超预期，或者不及预期？全年目标能否实现？  

1、疫情对师凯确有一定影响，但预计不大。近期已经

部分复工，正在向当地政府请示，预计近期全面复工。因军

工产品订单比较稳定，预计对订单影响不大。公司全面复工

后，将通过加班加点等方式，努力完成产品的生产和交付。



2、2022年富华收入预测仅是基于正常情况下的预测，不构

成承诺。目前看来确实受疫情影响，因疫情何时结束不确

定，引起的影响大小，尚不确定。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的

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 

问题 7、请问师凯公司开工复产了没有？  

疫情对师凯确有一定影响，但预计不大。近期已经部分

复工，正在向当地政府请示，预计近期全面复工。因军工产

品订单比较稳定，预计对订单影响不大。公司全面复工后，

将通过加班加点等方式，努力完成产品的生产和交付。 

问题 8、请问贵公司对目前的股价走势跟业绩是否存在

背道而驰  

股价走势不光受业绩影响。 

问题 9、非公开发行的进程如何  

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近期获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续公司将逐步推进相关发行事宜，

感谢关注。 

问题 10、请黄董概述下对今年运营的前景分析  

公司在《2021 年年度报告》中已对公司所处行业情况

及 2022年度经营计划进行详细阐述，请查阅。 

问题 11、请问增发什么时候完成？华为、大的煤企会

参加吗？军工复产了吗？智慧矿山生产情况如何？  

正在做择机发行的准备。正在与感兴趣的部分战略投

资者商谈中。军工已经部分复产，预计近期全面复产。智慧

矿山生产基本正常，部分客户受疫情影响，正在积极解决

中。 

问题 12、请问矿用新能源车投产了吗 

已经出样车，正在调试改进中，尚未批量投产。 

问题 13、请问师凯新的武器站研发进展怎么样了？另，

请问董事长 4-5 月份煤矿单轨的订单情况？谢谢  



军工项目的进展，根据规定不得披露。二季度产品订单

公司销售部门一直在努力中，请关注公司公告。 

问题 14、目前富华在手订单有多少，同比增长多少？ 

富华公司的相关业务都在积极开展中，相关数据请及

时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或定期报告。谢谢你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 15、您好：请问定向增发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于近期获得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续公司将逐步推进相关发行事宜，

感谢你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 16、请问董事长:公司股价长期低价徘徊，而且近

期跌幅较大，证监会也支持上市稳定股价，请问，公司有什

么措施吗？ 

公司努力搞好生产经营，提高经营业绩，规范运作。 

问题 17、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发函，要求富华宇琪大股

东兑现业绩补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按期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公司将于什么时间，什么方式履行业绩承诺？谢谢！ 

富华公司的大股东是上市公司，不存在业绩补偿问题。

富华公司的小股东（经营层）的业绩补偿方式及期限，已在

公司的相关信息中披露，请及时查阅。谢谢你对公司的关

注。 

问题 18、富华宇祺业绩承诺后续还会修改吗  

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履行合同。 

问题 19、您好，请问智慧矿山合作方有哪些？矿用 ai

智能视频分析系统是否已研发？矿用新能源车及无人驾驶

车销售手续到哪一步？  

公司目前已经华为、中兴及中国联通等开展合作，全力

开展智慧矿山业务，AI 智能视频业务项目正在开发中，矿

用新能源车及无人驾驶车在研发改进中，相关销售手续也

在同步办理中。谢谢你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 20、公司题材多业绩也还行可股价却很多年很多

年在底部运行。公司有没有卷商或机构，私募去公司调研 

感谢对公司关注！公司上市以来一直规范运作，每年都

盈利，持续分红。所从事行业皆是国家鼓励支持的行业。公

司也一直欢迎券商、机构和私募及个人来调研。股价受多方

面影响，希望未来会好转。 

问题 21、请问公司智能单轨运输系统二季度能延续一

季度的增长吗？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开展相关业务，具体的数据请及时

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或信息披露，谢谢你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 22、请领导讲讲对公司未来有没有信心？来自哪

些方面？公司的亮点在哪里？  

对未来信心肯定是有的。一是公司所从事的行业，皆是

国家大力支持的和政策鼓励的。二是市场潜力大。三是公司

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率低，运作规范。 

问题 23、请不要回避富华宇祺问题  

不回避 

问题 24、请问疫情对智慧矿山业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哪些方面？是影响到客户对智能化改造的需求放缓？还是

说公司因为疫情无法交付产品？  

市场需求没有放缓。主要影响市场开拓，生产和交货进

度。公司一直想方设法解决中。 

问题 25、是的公司怎么诚信于广大股东 

公司将严格督促富华小股东努力工作，确保业绩承诺

的完成。对全体股东诚信是公司永恒不变的信条。 

问题 26、对比近期爱旭股份，返利科技，安徴建工，

公司应该端正态度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 

问题 27、定向增发的价格？区间可以透露一下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用竞价方式，本次发

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八十。最

终发行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问题 28、请问董事长:师凯科技自 16 年被收购以来，

业务规模一直没有变化，业绩也是相当稳定，在 5000 万到

8000 万之间，是不是太过于故步自封了。难道集团没有发

展计划和科研投入吗？跟矿山业务也没什么协同性  

军工业务新产品，新项目从研发到销售出去，是一个较

长的过程。毕竟军方要求技术和产品成熟度较高，才能用。

在控制技术和信息传输方面有一定的协同性。 

问题 29、感谢领导层认真负责的态度，希望最难时刻

努力向上  

谢谢！ 

问题 30、谢谢领导给投资者信心。其实大家都明白股

价一直被故意打压，精准控盘，给增发对象提供低价，等待

低价增发。差不多就得了啊，我们相信你们。请照顾一下长

期看好公司的股民。全面注册制后估计机会更难了。那么多

股票谁会几千里挑一看上精准？20cm 的股其实已经做烂

了。  

规范运作，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公司的所有任务中

的重中之重。感谢您对公司的建议。 

问题 31、公司在疫情防控方面有做相应的工作吗？很

多信息通讯公司在做客流分析或者核酸采样方面的业务等

等辅助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确是当前大事。公司配合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包括协调供应商、客户及防疫部门，努力将影响降低到最

低。公司坚持主业，一般不追逐热点，参与一些没有基础的



工作。 

问题 32、我想知道师凯科技是我公司唯一的军工板块

么？未来还会继续向此行业扩大投入么？  

截至目前，师凯科技主要承担我司军工业务，控股子公

司在军用氢能源电池等方面有少量涉足。未来，公司考虑轻

重绶及，还会扩大投入。 

问题 33、公司股价一直低价震荡，与公可公布的业绩

不匹配，是不是公司有意控制股价，以利于定向增发。  

公司遵纪守法，坚持规范运作。 

问题 34、公司网站怎都不更新信息也极少  

公司有关部门正在改进中 

问题 35、领导：这里有点冷。公司要有主动性。才会

吸引机构和主力。一味地不作为就真的凉凉了！  

谢谢您的提醒！ 

问题 36、公司与华为合作情况怎么样？华为有意向参

与定增吗？  

目前公司主要是在智慧矿山方面与华为进行业务合

作。 

问题 37、请问公司智能单轨运输系统这一块的主要竞

争对手有哪些？目前的市占率有多少？整个市场有多大  

公司智能单轨运输系统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德国的沙

尔夫、捷克的芬瑞特等，目前的市场占有率没有权威的分

析。 

问题 38、公司怎这么冷几乎没几人提问且股价一直跌，

管理层也该考虑下怎回事？  

谢谢，我们会考虑的。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2年 5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