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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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投资者网上提问 

时间 2022 年 5 月 12 日 (周四) 下午 15:00~17:00 

地点 
公司通过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采

用网络远程的方式召开业绩说明会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1、董事长、总经理俞雷 

2、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潘志娟 

3、副总经理肖誉 

4、财务总监李川冰 

5、独立董事蒋锋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1、公司股价反而为 8 年来最低价，公司管理者是否有所作

为拓展业绩渠道，来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而不是固步自封，

任人咒骂? 

潘志娟：您好！公司目前外部风险逐步化解，生产经营情况

较为稳定。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作，股价

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2、由于公司长期业绩不佳，导致公司股票价格近几个月一

直在低位徘徊，这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经营者对公司股票市值管

理从来不关心的强烈反映。公司经营层如此不作为真的让投资者



 

 

心寒！请问公司有提振股价的具体措施吗？ 

潘志娟：您好！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

继续以“瘦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

备制造领域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

大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投入。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

常经营工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3、作为公司董事长，你在实达科技上一顿爆赚，为何不愿

意投资中超自己公司呢？ 

俞雷：您好！本人未对实达科技进行投资。公司未来将实施

诸多降本增效举措，加强营销、采购、管理协同，为公司长期持

续地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4、作为投资者，我觉得之前沸沸扬扬的股权转让，集团那

边赚了，可是把上市公司害了，把投资者更是害得不轻，接下来

集团方面将如何把受伤的上市公司再提振起来，有哪些打算？仅

仅是财务上的救济么？ 

肖誉：您好！2018 年 9 月 11 日起，黄锦光暂停为公司任何

借款、贷款签署连带担保文件，并指使其外甥女、前公司监事、

在公司财务部门任出纳岗位的肖润华向各合作银行发送前法定

代表人黄锦光暂停为公司融资文件签字的《告知函》，公司即将

到期的银行贷款无法续贷。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为了解决融资问

题，中超集团挺身而出，临时紧急协调相关银行，以增加中超集

团所拥有的资产、集团下属子公司宜兴市氿城山水房地产有限公

司所拥有的房产和杨飞先生的个人名下的资产对公司贷款进行

追加担保，让金融机构获得足够的担保资产后方同意变更授信方

案。此后，在上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公司的融资环境得到逐步稳

定，顺利渡过危机。感谢您的关注！ 

5、江西百思利电池项目是不是就做电池壳啊？这方面东方

电热已经做出规模了，我们现搞这个项目还有意义么？会不会驴

牵走了，咱们公司去拔橛子啊？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484.44 万元向百思利科技进行增资：其

中，49.163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435.276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百思利科技 10%的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000 万元。目前公司正与江西百思利

沟通，商定下一步计划。公告详见 2021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感

谢您的关注！ 

6、股价持续下跌，公司有利空没有披露吗？就没有措施保

护投资者利益吗？ 

潘志娟：您好！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

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7、电缆类上市公司股价可以说冰火两重天，我算过，电缆

类股价平均在 7 元左右，市值也最小，同样生产电缆，为何公司

股价在电缆类上市公司中总是最后面打狼？深层的原因管理层

有过分析没有？ 

肖誉：股价的高低主要受市场环境影响，但从 2019 年开始

前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黄锦光在公司任职期间发

生的事件会对公司的股价产生一定的影响，截止目前虽然大部分

影响事件已经完结，但武汉中院的案子依然尚未了结。我们为了

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依然坚持不懈地继续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

力争以最大的努力配合法院工作，为取得最好的结果而努力。谢

谢关心！ 

8、东方财富网股吧里每天充斥这各种代替中小股东集体诉

讼公司违规问题的广告，独立董事有无注意到？公司治理方面有

无违规问题？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尽责发挥作用？公司有无采取

措施消除证监会处罚的影响？ 



 

 

蒋锋：您好！公司已注意到上述情况，截止目前，公司未涉

及中小股东集体诉讼的案件。公司治理方面未发现违规问题。独

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已在指定媒体上披露，本着勤勉尽责原则，

独立董事严格督促公司治理工作。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收到

证监会江苏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

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继续努力。感谢您的关注！ 

9、公司前实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准备如何追索，现

在进行什么 程序，有无追回可能。谢谢 

俞雷：您好，公司采取的措施如下：1、为追回江苏京华山

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向宜兴

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南通泉恩贸易有

限公司、任明、孔黎清立即向公司支付公司代其支付的保理融资

款、利息、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共 2,047.22 万元，判令黄锦光、

深圳市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鑫腾华”）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2020 年 11 月 5 日宜兴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

解书》，公司与被告黄锦光、深圳鑫腾华、担保人广东鹏锦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鹏锦”）达成如下协议：（1）深圳鑫

腾华、黄锦光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前支付公司 2,047.22 万元。（2）

广东鹏锦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本案案件

受理费由深圳鑫腾华、黄锦光负担。该款已由中超控股垫付，深

圳鑫腾华、黄锦光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前直接支付给中超控股。 

为追回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

判令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信友达”）、

黄锦光立即向公司支付公司代偿的融资款共计 4,998.00 万元，判

令深圳鑫腾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20 年 12 月 22 日宜兴市人

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1）重庆信友达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超控股 4,998.00 万元。（2）

黄锦光、深圳鑫腾华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2022 年



 

 

4 月 7 日公司又委托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向黄锦光发出《律师

函》，要求其立即返还相关款项。谢谢关注！ 

10、公司和百思利合作的溧阳百思利新能源电池项目进展怎

么样？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1 月 29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因疫情等因素，暂无新的进展。公司

正与江西百思利科技有限公司沟通，商定下一步计划。感谢您的

关注！ 

11、中超控股市值严重低估，股价长期下跌趋势，公司有没

有考虑做市值管理？有无考虑资产重组？有无考虑中小股东的

收益？ 

潘志娟：您好！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

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12、我想问下，公司的成长前途如何规划？股价为何这般表

现？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明确公司当前发展战略的

议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继续以“瘦

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大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的投入。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

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感谢您的关注！ 

13、电池那个项目怎么样了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484.44 万元向百思利科技进行增资：其

中，49.163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435.276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百思利科技 10%的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000 万元。目前公司正与江西百思利

沟通，商定下一步计划。公告详见 2021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感

谢您的关注！ 

14、江苏百思利怎么样了？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484.44 万元向百思利科技进行增资：其

中，49.163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435.276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百思利科技 10%的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000 万元。目前公司正与江西百思利

沟通，商定下一步计划。公告详见 2021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感

谢您的关注！ 

15、公司子公司中超精铸相关项目涉及军工航天，公司有无

增资计划？公司在电缆行业里的优势在哪里？ 

俞雷：您好，公司投资计划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披露，

请关注公司公告。公司的优势请详见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第

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谢谢关注！ 

16、公司增资扩股江西百思利新能源电池进展怎么样？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484.44 万元向百思利科技进行增资：其

中，49.1631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3,435.2769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百思利科技 10%的股权。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已支付增资款 1000 万元。目前公司正与江西百思利

沟通，商定下一步计划。公告详见 2021 年 12 月 15 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对外投资暨签订增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2）。感

谢您的关注！ 

17、贵公司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和方向，医疗行业还有增资

吗？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明确公司当前发展战略的

议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继续以“瘦

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大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的投入。感谢您的关注！ 

18、请问医美项目还继续进行吗？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明确公司当前发展战略的

议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继续以“瘦

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大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的投入。感谢您的关注！ 

19、中超医美基金准备投资什么项目？ 

潘志娟：您好！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明确公司当前发展战略的

议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继续以“瘦

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大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的投入。感谢您的关注！ 

20、公司目前股价在四千七百只股票里排倒数一百名，有没

有退市的打算 

肖誉：公司目前股价虽然比较低，但我们对公司的持续经营

能力和生产经营充满信心。目前的股价低并不代表企业没有前



 

 

景，请看生长激素龙头企业长春高新从 1.98 涨至高点 683，实现

过 344 倍的增长的神话。谢谢您的关心！ 

21、中超控股和官林镇政府签署的拆迁协议，拆迁款啥时可

以拨付？ 

李川冰：您好，截止目前，已收到 9532.02 万元。谢谢！ 

22、公司未来发现重点和规划？ 

李川冰：您好，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十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明确公司当前发展战略的

议案》，公司当前发展战略为：1、深耕内部管理。2、继续以“瘦

身”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轻装前行。3、有序开拓高端装备制造领域

产业。在做好现有传统电线电缆主业的同时，逐步加大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的投入。谢谢！ 

23、全国紫砂壶热似乎一阵风过去了，我自己也有 20 多把

紫砂壶了，请问控股公司紫砂壶项目是不是打算剥离掉呢？ 

肖誉：你好，利永紫砂早已经从上市公司剥离出去了，谢谢

您的关心！ 

24、公司的有没有从事房地产业务 

俞雷：您好，没有，谢谢关注！ 

25、中超投资集团属于国企还是个体？中超投资集团旗下几

个上市公司？@ 

俞雷：您好，中超集团属于民营企业，中超集团旗下有 1 个

上市公司，谢谢关注！ 

26、公司的军工有没有实际生产，是不是就是个噱头 

俞雷：您好，公司子公司中超精铸相关项目涉及军工，业务

合作有保密规定，有关事项达到披露条件后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27、请问疫情对公司生产线有无影响？对全年业绩有无信

心？ 

肖誉：有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对全年的业绩充满信心，谢谢



 

 

您的关心！ 

28、公司名字“中超”谁起的？太有才了，自从叫这名公司就

没好过！有无改名的打算？ 

肖誉：您好，“中超”这个名字是老板自己起的，我们并不认

为这个名字不好。我们公司从投资建设开始到登录 A 股市场，

只用了短短的 6 年时间。目前我们没改名的打算。谢谢您的好心！ 

29、中超集团属于国企还是个体 

俞雷：您好，中超集团属于民营企业，谢谢关注！ 

30、俞董好。公司有没有把名字与国足千年臭脚的中超联赛

区别开来的打算？不再用中超这个晦气的名字好不好？？？ 

肖誉：国足“中超”虽然目前的战绩不尽人意，但我们相信他

只是一头沉睡中的猛狮，总有一天他会被惊醒，我们并不认为他

有晦气，谢谢您的好意！ 

31、俞董好。公司的市值被低估到已经严重影响公司的融资

功能，仅能依靠担保-贷款-生产-还贷进行融资，存在严重的营养

不良的恶性循环地步，控股公司有无做好市值管理的打算？ 

潘志娟：您好！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

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32、俞董好。控股公司旗下十多家电缆厂，但似乎都没有市

场上叫得响的品牌，有无对十多家电缆厂进行产品产业链专业细

分的打算？ 

肖誉：您好，控股公司旗下目前只有 4 个电缆厂，其中设立

时间最长的远方电缆已有 30 年历史，设立时间最短的中超电缆

也有 7 年时间，目前各个公司都是独立生产经营，但目前公司在

所属电缆企业内在做销售、采购等方面协同。谢谢您的关心！ 

33、公司子公司超高压特高压生产线改进项目进展怎么样？ 

潘志娟：您好，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3 日披露《关于控股子

公司投资高压、超高压电缆扩能技改项目的公告》，该项目建设

周期预计 3 年，其他详情请查阅公司该公告，谢谢关注！ 



 

 

34、2016 年到 2022 年持有中超，年年跌跌，月月补仓，什

么时候才能股价上去（回本），更谈不上价值投资！请问管理层

怎样面对真心长持有并亏损的小散，如何让中超走出困境，下一

步如何做（重组，卖壳等等？） 

潘志娟：您好！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

作，股价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35、俞董你好。公司有没有申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够不

够申报资格？ 

俞雷：您好，公司不适用属地有关部门关于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上年度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在 1 亿元至 4 亿元之间”的条件，

谢谢关注！ 

36、武汉二审的官司结果出来了吗？ 

潘志娟：您好，公司上述案件已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开庭审

理，因案件基础事实复杂，法院将择日继续开庭审理，未有判决

结果，详情请关注公司公告。谢谢关注！ 

37、俞董好。控股公司旗下的上海航宇精铸有无打算单独科

创板上市？ 

潘志娟：您好，公司暂无在科创板上市的子公司。谢谢关注！ 

38、公司如何提升股价 

肖誉：公司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做好日常经营工作，股价

的波动是市场行为，需要遵循市场规律。谢谢！ 

39、实控人杨总增持股份，怎么样了？增持了多少？ 

潘志娟：您好，截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实际控制人杨飞增

持计划期间过半，杨飞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918,000 股。详见

巨潮资讯网《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后续公司会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谢谢关注！ 

40、杨飞增持了多少 

潘志娟：您好，截至 2022 年 2 月 23 日，实际控制人杨飞增



 

 

持计划期间过半，杨飞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918,000 股。详见

巨潮资讯网《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后续公司会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谢谢关注！ 

41、俞董好。请问我们中超到底有没有海缆生产能力，产品

质量达到什么水平？ 

俞雷：您好，“高传输容量耐盐腐蚀抗拉型海底电缆”项目已

研发完成，产品尚未量产。谢谢关注！ 

42、中超精铸的扩产项目进展怎么样 

潘志娟：您好，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披露《关于控股

孙公司投资航空高温合金精密铸造项目的公告》，该项目建设周

期预计 2 年，各项工作正在推进中，其他详情请查阅公司该公告，

谢谢关注！ 

43、上海中超精铸扩产进展的怎么样了？ 

肖誉：目前正在按计划进行。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