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11                                                日期：2018年 9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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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海通证券 易浚源；余伟民；2.华泰证券 彭茜；王海山；3.国信证券 许亮；

4.申万宏源 杨海燕；5.兴业证券 牟卿；6.东方证券 张书铭 7.东兴证券 龙

海敏；李晨辉；8.方正证券 黄瑞连； 9.太平洋证券 刘宇辙；10.渤海证券 

徐中华；11.华创证券 蒋高振；12.天风证券 朱晔；陆晋怀； 13.西部证券 

裴高翔；14.西南证券 吴海宁；武雪原；陈杭；李少青；15.新时代证券 吴吉

森；何宇超；16.浙商证券 张伟；17.万联证券 曾超巩；18.上海证券 倪瑞超； 

19.中银国际 陈祥；20.中银基金 丁戈；华夏基金 徐恒 21.长城资产 邵自

威； 22.东吴基金 韩旭鹏 23.海富通基金 杨宁嘉；24.南土投资 杜凡；25.

上银基金 赵治烨；26.泰康资产 程振宇； 27.阿特夏木投资 罗钊；28.永瑞

财富 马瑞雪；29.彬元资本 陈之璩； 30.鼎盛中南 罗钊； 31.丰和正勤 王

龙；  32.杭州天蕴 吴必成； 33.华润元大基金 苏展；34.华夏久盈 宫永建；

35.君禾投资 曾萌； 36美阳投资 曾志华；胡智敏；37.启辰之星 朱晓璐；

38.华元恒道 刘体劲； 39.拓璞投资 张钧；40.弈慧投资 田嘉睿；41.煜德投

资 药建峰； 42.聚鸣投资 蔡成吉；43.杉树资产 蒋乐；44.中启联合基金 王

格格； 45.传奇投资 严贝； 46.致远资本 彭全刚； 47.朱雀股权 杨洋；刘

庆；48. 鼎锋荪江 杨军； 

个人投资者及证券媒体，共约 68人 

时间 2018年 9月 4日 15:00 – 17:00 

地点 华工科技本部 

上市公司接待 1、华工科技 副总裁/财务总监/董秘：刘含树 



人员姓名 2、激光公司总经理邓家科 

3、正源公司总经理胡长飞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会议安排： 

15:00-15:30  公司半年度报告解析 

15:30-17:00  交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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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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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会议纪要 

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含树主持代表公司经营层主持会议，参加

交流的有公司能量激光业务—华工激光总经理邓家科、信息激光业务—华工正源总经理胡长

飞。 

首先，由董事会办公室以 PPT的形式，向参会人员汇报了公司 2018半年报解析。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42亿元，同比增长 35%；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81

亿元，同比增长 2.55%。从图上看公司经营发展，业绩逐年向上趋势明显。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3 亿元，与一季度相比净流入增加 8000 多万元；总资产 87.14 亿元，资产负债率 36.93%，

远低于同行水平；公司定增后总股本增至 10亿股,报告期内每股收益 0.18元。 

公司主要产品分为能量激光、信息激光和传感器，各主营业务：能量激光—--激光先进

装备制造业务占公司整体营收的 36%；信息激光—--光通信业务占到 41%；激光全息防伪与包

装材料业务占比 6%；传感器业务占比 16%。并对各主营业务情况一一进行介绍。 

接着，进入互动交流环节，公司领导对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交流。核心问题如下： 

1. 公司销售规模大幅增长，利润没有实现同比增长的原因？ 

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销售收入实现了 35%的增长，但净利未实现同比例增长的主要基

于以下两个方面： 

1、公司第七届管理层进一步强化“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方针，聚焦内

生式增长，把握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机遇，整合华工科技各板块资源，形成共享

机制，扩张销售网络，加大市场投入，完善营销队伍，公司在苏州、宿迁、沧州、宝鸡、成

都、柳州、重庆、深圳等多地建成研究和展示中心陆续开业，贴近客户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

升。在海外市场，公司除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建有研发及销售中心、联合研发实验室外，今

年重点在印度、土耳其、马来西亚、台湾、韩国、泰国、越南等地区及国家，建立营销中心或

办事处。因此销售费用增幅达 70%。 

2、公司光通信业务的正源公司主要产品分为光模块（占收入的 49%）及智能终端产品（占

收入的 51%）。在智能终端业务方面，基于 ONT产品全球领先的批量交付能力，终端产品正积

极向移动终端、网络终端领域延伸，公司已经成为智能终端产品全球出货量前三的企业，报

告期内收入较同期增幅 100%以上。但但受电阻电容、存储芯片等原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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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毛利空间被严重挤压，致使光正源公司整体毛利水平较上年同期下降 5.35%。公司决定

终止募投项目投入，变更项目投向，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 

 

2. 受中美贸易冲突影响，多家国内高科技企业受到影响和波及，华工科技受影响程度如何？

激光公司一直强调技术是自主、可控的，贸易冲突的背景情况下，激光是不是会显现出

一定的优势？ 

公司董事会秘书：中美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且有持续扩大之势，其负面影响将逐步显

现。从巨额中美贸易差额和美国对华战略走势来看，中美贸易冲突长期化不可避免。此次美

国已开始实施的 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将冲击来自中国的半导体产品，此外，被征税对象还包

括中国的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化学品和铁路设备等商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开声称，

这些商品受益于旨在提升中国高科技行业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产业政策。公司激光先进装备制

造业务、传感器业务也有所涉及。 

华工科技在激光先进装备制造业务已形成从上游元器件到下游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从

激光芯片-激光器-激光应用装备及系统解决方案-激光加工-行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全覆盖。

因此，公司推出的漫威系列光纤激光切割机，成本下降约 30%市场竞争优势显现；同时在自动

化及焊接产线、新能源解决方案、汽车零部件加工领域上半年增长明显。在激光微加工领域，

公司掌握皮秒激光成丝切割工艺、高精度光机电协同控制技术等单元技术，销售规模同比增

长超过 80%。在面板行业，公司推出适用于玻璃、蓝宝石、陶瓷、硅等多种脆性材料的整套激

光解决方案和全面屏激光异形切割机，未来将逐步推出 OLED 核心制程中的剥离设备和退火

原型机。这些都源自于公司在核心光源的布局和目前取得的成绩，彰显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水平。 

传感器业务方面看，国内家电领域对美依赖度不高,全球产业链优势突出，目前国外家电

市场暂时不会出现太大贸易波动。汽车领域部分主机厂的其他零部件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

导致高理公司 8 月份生产安排放缓，暂时性间接影响高理公司供货需求量，但整体影响效果

不大。 

 

3. 今年 3C行业处于小年，在大客户销售中，竞争企业半年报显示下降达 57%，公司的情况

如何？ 

激光公司总经理：随着高新技术发展不断加速，产品和零件加工逐渐趋向微型化、精密

化。公司致力于配合客户需求提供激光全制程行业解决方案，2018年上半年精密激光销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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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增长 40%。小功率激光及自动化配套设备在消费电子、面板、PCB/FPC、脆性材料等产业得

到广泛应用，在应用需求方面，公司产品在标记、切割、焊接、打孔、脆性材料加工等应用

方面全面辐射；在 3C市场方面，公司以客户为中心开发定制专业自动化设备、工作站及自动

化生产线。紧抓大客户战略，国内 3C大客户需求量持续增长，国际大客户订单与去年基本持

平，大客户份额仍持续提升。 

 

4. 请介绍一下激光公司的业务亮点及新规划。 

激光公司总经理：报告期内，激光先进装备制造业务中智能装备事业群进一步聚焦汽车

制造领域，白车身激光焊接装备及产线在国内市场份额继续稳居行业领先水平，销售同比增

长 50%；自动化及焊接产线中标国际知名汽车公司，为全球第一条高端铝合金电池托盘项目；

双联齿轮自动化焊接产线已成功在格特拉克、神龙等客户交付使用，齿轮焊接生产线订单同

比增长 57%；拨叉焊接设备已大批量为通用供货。报告期内公司新品光纤激光切割机销售同

比增长 69%；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成功在凌云等客户得到推广应用；多台光纤激光切割机、全

自动集成料库的激光切割生产线已在格力等公司成功交付。上半年，高功率激光设备销售增

长 50%，净利润增长超过 100%。 

公司精密激光系统事业群聚焦激光精细加工领域继续深耕，同时大力拓展智能制造转型，

致力成为全球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涵盖激光标记、焊接、切割、精细微加工设

备、PCB/FPC装备、新能源装备、显示及半导体装备和自动化产线，为客户提供激光全制程行

业解决方案；事业群在 3C 消费电子、PCB/FPC、脆性材料等行业销售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同

时，持续扩大新能源、显示及半导体、汽车电子等战略新兴行业布局和投入，已实现大客户

战略突破，为事业群未来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随着沧州、宿迁、宝鸡、成都等地激光加

工工艺研究分中心的陆续开业运营，贴近客户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报告期内精密激光系

统事业群实现在 3C消费电子行业、电气家电行业、日用消费品行业、显示半导体、新能源为

代表的全领域销售规模同比增长 40%。 

公司在核心光源领域，进一步优化纳秒激光器产品结构，产品毛利率大幅提升；皮秒激

光器已经实现标准化批量生产；自主研发制造的超快激光核心种子源实现内部配套和出口，

并在消费电子及显示面板行业实现批量应用；飞秒激光器也实现小批量生产，除用于工业精

密加工外，在医疗行业也已实现应用。 

为了满足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扩大公司激光设备产能，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 亿元，建

设“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和“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两项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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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位于未来城 6 层生产车间主体结构已封顶，2019 年 9 月交付使用，两项目预计在 2019 年

12 月达产。“基于激光机器人系统的智能工厂建设项目”达产后，实现年均新增销售收入 9亿

元，净利润 7,719万元。“激光精密微纳加工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达产后，实现年均新增销

售收入 8.43亿元，净利润 7879 万元。 

 

5. 智能终端产量和收入增长很大，但原材料上涨导致严重的增收不增利，现实情况不如预

期，以至于中途更改募投项目。请把这一块今后的打算也详细解释一下。 

正源公司总经理：基于 ONT 产品全球领先的批量交付能力，终端产品正积极向移动终端、

网络终端领域延伸，公司已经成为智能终端产品全球出货量前三的企业，报告期内收入较同

期增幅 100%以上。但原材料上涨影响，产品毛利空间被严重挤压，致使公司整体毛利水平较

上年同期下降 5.35%。公司决定终止募投项目投入，变更项目投向。 

原“智能终端产业基地项目” 通过孝感政府提供的租赁厂房生产，使用募集资金 1.2亿

元，已使智能终端产品的产能从 2016 年 815 万台、2017 年 1204 万台，提升到 2018 年上半

年 902 万台；销售收入从 2016 年 3.7 亿元、2017 年 8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上半年 5.63 亿

元。项目产能已达到规划要求，但无法达成利润目标。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在 8 月 31日的董

事会议上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项目投入，申请结题； 

3GPP在 2018年 6月 14 日冻结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5G NR)独立组网功能，5G商用

进入全面冲刺阶段，5G商用进程加速推进。全球 5G移动通信时代脚步越来越近，各国政府纷

纷将 5G 建设及应用发展视为国家重要战略，各技术阵营的 5G 电信营运商及设备商亦蓄势待

发，主要国家的 5G部署计划于 2019年、2020年开始，对光通信行业来说是巨大的机遇。公

司根据行业及自身产品发展需要决定将剩余募集资金 4.6亿元用于 5G光模块、数据中心的新

产品，项目变更为“应用于 5G 和数据中心光模块的研发及扩产项目”，总投资 4.9 亿元。其

中 5G项目 2019年 8月达产，形成年产 400万只 5G网络应用光模块生产能力，达产后新增销

售收入 9.2 亿元，净利 1 亿元；数据中心项目建设期 2 年、投产期 1 年，于 2021 年项目达

产，形成年产 200万只数据中心光模块的生产能力，新增销售收入 7.59亿元，净利 8,924万

元。 

 

6. 面对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各大厂商正在紧锣密鼓加速布局，进入商业化冲刺的最后阶段。

华工正源在 5G领域的布局和优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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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源公司总经理：2018 年上半年，公司抓住 5G、数据中心、物联网建设风口，启动全

球化网络营销布局，总体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幅达 50%，其中数据中心业务增幅达 130%以

上，传送网业务增幅约 20%。在光模块业务方面，产品结构全面向 25G/40G/50G/100G 转

型，加大研发投入，加速 400G 全系列产品生成。报告期内光模块业务利润较上年同期实现

超一倍的增长。 

如何取得行业竞争优势，主要基于两个方面：1、是技术领先；2、是质量成本控制。国

产高速光芯片的产业发展进度将直接影响我国 5G 的部署进程，公司去年发起设立的云岭光

电，主要研制半导体激光器芯片，今年三季度可实现 10G 光芯片量产，计划明年实现 25G 芯

片量产。今年 3 月份，公司 25G 产品获得华为首批认证，进入 5G 应用光模块第一梯队阵营。

明天我们将在深圳光博会上发布全新的产品，敬请大家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