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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慧琳 进门财经

王锦程 兴业股份

程成 国信证券 研究所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

蔡春根 中国人保 研究员

单慧金 中信保诚 研究员

刘旭明 长盛基金 研究总监

邹群 华强资管 投资经理

张博 信诚人寿

时间 2020 年 4 月 17 日下午

地点 通讯方式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周辉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一、请详细介绍一下公司开拓通信行业 5G 领域市场的情况？

答：公司是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诺基亚、中兴、

三星等）的核心防雷供应商，公司已为通信市场 5G商用做好提前量，

加大技术研发和配套服务力度，做好 5G通信设备雷电防护配套产品

的储备。随着 5G的建设与推广，公司有能力凭借在通信行业的配套



经验，夯实公司在通信行业防雷市场的领先地位，公司业绩将会得到

较大的提升。

公司取得了中兴通讯和爱立信的 Small Cell（小基站）供应商资

格，公司控股子公司凡维泰科技自主研发的 Small Cell（小基站），

已完成了单载波及双载波小站产品的研发，同时也完成了联通电缆拉

远型 DAS产品的研发工作，已给多个客户提供了测试样机，实现批

量供货。2019年度，Small Cell（小基站）共实现营收 641.13万。

公司已取得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磁性元件供应商资格，产品技

术指标和质量已达行业前列水准。2019 年度，磁性元器件实现营收

1248.21万元，同比增长 466.09%。2020年第一季度，磁性元器件实

现营收 620万元，同比增长 14.4倍。公司的磁性元件除了向通信设备

制造商销售外，也已向国内新能源汽车配套厂商供货。

二、经济改革迫在眉睫，启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能否请

您向公众股东简要介绍一下公司在新基建某一领域布局情况与计

划？

答：公司是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商的核心防雷产品供应商，是

全球知名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上游企业。公司从 2015 年上市至今，已

为通信市场 5G 商用做好提前量，加大技术研发和配套服务力度，做

好 5G 通信设备雷电防护配套产品的储备。目前，国内通信行业正处

于 4G 与 5G 的相互叠加期，国家颁布一系列文件推动 5G 建设，力争

2020 年启动 5G 商用。随着新基建的推行，5G 网络建设的发展将会有

一个快速的需求增长期，将是推动公司业务发展的大好机遇。

公司的防雷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轨道交通、航天国防、电力、

新能源、石油化工、建筑、城市建设等基础产业，这其中就包括了通

信、轨道交通、新能源这三个新基建的重点领域：

（1）通信领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55.43%来源于通信行业，

2019 年度通信行业营收为 2.22 亿。防雷产品作为配套 5G 通信设备不

可或缺的部件，通信行业防雷产业将随着 5G 建设的不断推进而获得

新一轮发展机会。公司凭借长达十余年为通信设备制造商配套的经验

和能力，过硬的技术研发服务和产品质量保障，通过自身的努力，已



经与核心客户在非雷电防护产品领域进行了深度合作，部分项目已经

实现了量产。未来，公司将在新的市场机遇下，围绕客户多样化、定

制化的市场需求，进行产品设计、开发。

（2）轨道交通领域：公司的全资子铁创科技的主营业务为铁道

与轨道交通行业的防雷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以及工程施工，

2019 年度公司铁路与轨道交通营业收入 9982.32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43.39%。未来，公司将继续全力支持铁创科技经营团队开拓铁路

领域的雷电防护市场，并一同探索、开拓铁路市场中的非雷电防护市

场；

（3）新能源领域：从新能源发电领域来看，由于我国新能源行

业处于新兴发展阶段，国外品牌防雷产品占据主要市场，但随着我国

新能源行业雷电防护标准的逐步建立完善，相关技术设备国产化率的

逐步提高，越来越多有技术优势的国内企业将在该领域与国外品牌企

业竞争。公司为风电、光伏发电、充电桩等新能源设备商提供技术支

持和配套服务，为客户提供符合配套要求的定制化防雷产品，另外，

公司的磁性元件也已向国内新能源汽车配套厂商供货。2019 年度，公

司能源领域营业收入为 4888.69 万元。

三、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最大驱动板块是什么？

答：目前公司除通信行业具有先发优势外，已拓展到铁路与轨

道交通、航天国防、新能源、石油化工、电力、建筑、非防雷的通信

类产品等领域。未来，公司将继续扩大现有防雷产品业务，同时积极

拓展其他板块。

（1）通信方面，公司作为中国防雷领域的细分市场龙头，凭借

强大的产品研发实力以及品牌号召力在通信领域赢得了很大的市场。

2019年度，公司依然保持在通信领域防雷技术、产品质量以及服务上

的优势，通过提供较高性价比的产品来保证来自优质客户的订单。

2019年度公司通信行业营业收入 2.2亿，占营收比重 55.43%；

（2）铁路方面，公司全力支持铁创科技经营团队开拓铁路领域

的雷电防护市场，并一同探索、开拓非雷电防护市场。2019年度公司

铁路与轨道交通营业收入 9982.32万元，同比增长 43.39%；



（3）电力方面，主要是在新技术应用的布局，包括行波故障检

测、智能雷电监测系统对雷击和电涌冲击的大数据收集等，也在做二

次防雷、防雷工程等业务；

（4）新能源方面，公司为风电、光伏发电、充电桩等新能源设

备商提供全面技术支持和配套服务，为客户提供符合配套要求的定制

化要求的 SPD产品，公司同时加大了新产品研发力度，及时的推出

满足客户需求的各类新产品并按照客户要求交付。2019年度公司新能

源营业收入 4888.69万元，同比下降 16.48%；

（5）航天国防方面，公司不断加强国防领域的雷电防护、电磁

防护等相关技术研发、应用的推广与市场开拓，与相关部门开展雷电

防护、电磁防护的研究合作和技术应用合作。2019年度公司航天国防

营业收入 1939.70万元，同比增长 93.79%；

（6）建筑方面，随着国家对物联网、三网融合、智能楼宇的进

一步推进，每幢建筑物都将成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专业防雷产品的

刚性需求开始涌现。2019年度公司建筑行业营业收入 997.3万元，同

比下降 6.4%；

（7）非防雷的通信类产品方面，公司取得了中兴通讯和爱立信

的 Small Cell（小基站）供应商资格，公司控股子公司凡维泰科技自

主研发的 Small Cell（小基站），已完成了单载波及双载波小站产品

的研发，同时也完成了联通电缆拉远型 DAS产品的研发工作，已给

多个客户提供了测试样机，实现批量供货。2019年度 Small Cell（小

基站）共实现营收 641.13万。同时，公司凭借多年通信设备防雷产品

配套服务，与客户形成协同效应，已成功导入通信产品的磁性器件应

用，公司已取得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磁性元件供应商资格，产品技术

指标和质量已达行业前列水准。2019 年度磁性元器件实现营收

1248.21万元，同比增长 466.09%。2020年第一季度，磁性元器件实

现营收 620万元，同比增长 14.4倍。公司的磁性元件除了向通信设备

制造商销售外，也已向国内新能源汽车配套厂商供货。

四、公司 2020 年的经营业绩将会是什么样的态势？



答：公司经营层通过上市后近五年时间的业务拓展与并购合作布

局，可以预见未来公司经营业绩将会呈现良性发展态势，且呈现出多

板块布局。公司一季度报告全文已经披露，2020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63.1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1.69%。

未来，公司将努力拓展电力、新能源、石油化工行业防雷市场，

同时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改变此前业绩依赖通信行业的局势，实现

业绩来源于“5G 通信+高铁+新能源+航天国防”四轮驱动格局，同时

积极开拓除 5G 领域外的其他相关领域业务，因此公司管理层看好公

司未来的发展，对公司有信心。

五、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计划,在 2020 年实现

5G 网络正式商用，中光防雷作为曾依靠 3G、4G 商用实现连续十年业

绩持续增长的防雷行业通信领域龙头企业，5G 的商用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有多大?

答：公司是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诺基亚、中兴、

三星）的核心防雷供应商，公司抓住 3G、4G 建设的契机，实现连续

十年业绩持续增长，在 2014 年度净利润达到 9,759.44 万元。由于通

信行业投入放缓，公司业绩从 2015 年度出现下滑，但是公司仍然是

名副其实的防雷行业通信领域龙头企业。

公司从 2015 年上市至今，已为通信市场 5G 商用做好提前量，加

大技术研发和配套服务力度，做好 5G 通信设备雷电防护配套产品的

储备。目前，国内通信行业正处于 4G 与 5G 的相互叠加期，国家颁布

一系列文件推动 5G 建设，《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纲要》要求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积极推进 5G 商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指出 5G 要在 2020

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持续释放内需潜

力的指导意见》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力争 2020 年启动

5G 商用。

防雷产品作为配套 5G 通信设备不可或缺的部件，通信行业防雷

产业将随着 5G 建设的不断推进而获得新一轮发展机会。若运营商计

划在 2020 年实现 5G 网络商用，公司有能力凭借在通信行业的配套经



验，夯实公司在通信行业防雷市场的领先地位，公司业绩将会得到较

大的提升。

六、从 2015 年 5 月上市到现在已近五年，请介绍一下中光防雷对未

来的战略发展规划？

答：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专注于雷电防护业务。公司此前为通信

市场 5G 商用做好的提前量，加大技术研发和配套服务力度，抓好 5G

通信设备雷电防护配套产品市场，同时努力开拓通信设备非雷电防护

产品市场；加大对铁创科技的支持，促进其做好雷电防护主业的基础

上，凭借渠道优势开拓铁路市场中的非雷电防护领域市场；公司仍将

以产业并购的方式推进与雷电防护细分市场的企业以及电磁防护企

业的合作，实现雷电产业各主要细分领域全覆盖的战略规划；公司将

以产业并购的方式对上游企业进行整合，促进公司产业链条的完善，

有利于产品质量、成本控制，实现产品质量、利润最大化。

继续努力拓展电力、新能源、石油化工行业防雷市场，改变此前

业绩依赖通信行业的局势，实现业绩来源于“5G 通信+高铁+新能源+

航天国防”四轮驱动格局，努力成为雷电防护产品全球领先、非雷电

防护产品国内前列的专业制造企业。

七、公司竞争对手以及公司核心优势?

答：防雷行业在国际上领先的并不是日本、美国，而是欧洲，主

要在德国，我们的对标企业就是德国的菲尼克斯、德和盛、OBO 这几

家比较大的公司。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国际一流企

业的技术水平，同德国的几家公司相比，我们产品的价格大概在对方

的 2/3 左右。因我们的高性价比占优势，之前爱立信、阿尔卡特主要

是由国际上的大公司给他们供货，现在我们也占有很大份额。

公司拥有的核心技术与研发能力、产品质量控制能力以及全行业

覆盖的市场与销售体系是公司立足行业领先地位的核心竞争力。同

时，公司的核心管理团队稳定，提高管理效率，优化流程，提升管理

水平，坚持诚信为重、质量第一，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

时，公司在行业内具有明显的防雷基础理论研究优势、技术创新、研

发及检测试验能力优势、行业地位优势、集中各行业优质客户的优势、



产业链条完整的优势、基于与客户协同效应，拓展新领域多元化发展

的优势。总体来说，公司产品系列齐全、产业链条完整，在研发、检

测、销售、防雷工程设计及施工等多个环节具备的优势提升了公司的

核心竞争能力。

附件清单（如

有）

日期 2020 年 4 月 17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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