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通宇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002792             证券简称：通宇通讯         编号：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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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时间 2019年 5 月 8 日 15:00-17:00 

地点 广东省中山市东镇东二路 1号会议室 

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吴中林、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段铸、保荐代表人赵明、

财务总监黄思定、独立董事胡敏珊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2019 年 5 月 8 日下午 15:00，公司在全景网举行 2018 年业绩说

明会。现总结如下： 

1．请教下贵公司“龙伯透镜”天线的研发进度，以及相比

较于 MIMO 天线的优劣势，短期内是否存在产业化的机会？ 

您好，公司针对毫米波段有一定的技术储备，“龙伯透镜”

是其中一个技术方向，已经做出工程样机。短期内暂时不具备产

业化机会，公司会时刻保持对毫米波段的技术研发趋势，做好预

研工作。感谢您的关注。 

2．自上市以来，股价持续走低，下一步趁 5G 建设浪潮，公

司是否考虑进行市值管理？ 

您好，我们坚信，好的业绩必然会得到投资者和市场的认可。

公司上市后，4G 建设开始进入末期，竞争加剧导致业绩持续下

滑。公司是 5G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会扎实做好研发生产和交付，

用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 

3．可否请问，公司 2018 年 9 月拟收购的江嘉科技，目前的

进度如何？ 

您好，目前仍在产品验证阶段。公司会根据证券法律法规和

实际进度及时披露。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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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总，你好，请问公司在 5G 高频 AAU 研发方面，目

前进展如何？ 

您好，AAU 属于主设备商的范畴，公司主营业务仍以天线、

射频器件和微波天线为主。在 5G 新的技术变革中，天线和射频

器件逐步融合，形成天馈一体化，属于 AAU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感谢您的关注。 

5．5G 时代，华为和爱立信都已经自行设计和生产天线，这

对于公司这样的独立第三方天线厂商是否会是个考验？公司在

中兴和爱立信还能拿到预想中的份额吗? 

您好,截至目前，四大设备商仍只有华为公司是全产业链布

局，其他设备商的天馈产品仍采取“黑盒”模式，天馈产品技术

难度大，开发周期长，研发经验的积累和完善的测试环境至关重

要，我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雄厚技术能力的第三方

天线厂商，具备的优势不可替代。感谢您的关注。 

6．目前公司出货的 5G 产品是单独的天线呢，还是天馈一体

化系统？主要面向的设备商是？ 

您好,不同的设备商客户，不同国家的运营商都会有不同的

要求。目前公司 5G产品已出货的类型中，天馈一体化占比较高，

这也是 5G技术发展的趋势。感谢您的关注 

7．公司去年经营上遇到的主要问题或困难是什么 

您好，4G建设进入末期，公司业绩有所下滑，公司将持续保

持对 5G新品的研发投入，增强市场竞争力。 

8．黄总，你好。公司有近 43%的收入来自境外，请问这部

分收入主要来自哪些国家？ 目前收入来原中是否有 5G 相关产

品收入？ 

您好，公司海外收入主要来自印度、欧洲、澳大利亚、日本、

韩国等国家，目前公司收入中有部分为 5G产品收入。 

9．近日，中美贸易关系不和谐升温，如果后期提高关税等

真实落地，对公司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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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纯粹从关税的角度考虑，对公司不构成影响。天线、

射频器件等产品目前并未包含在提高关税的产品品类中。感谢您

的关注  

10．您好，公司公告中标“中国移动 2019 至 2020 年基站天

线集中采购项目”，能否介绍一下这次中标的产品是哪些？这次

中标是中国移动 5G 建设的相关产品吗？   

您好，该项目中标的产品为城区基站天线和高铁基站天线，

此次移动招标，全部为 4G基站建设产品。谢谢您的关注。 

11．光为通信是否可以量产 100G 和 400G 高速率光模块？ 

您好，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光为已经量产 100G 光模块，暂

不具备 400G批量能力。感谢您的关注。 

12．您好，段总。公司 5G 天线业务在哪些主设备商已经通

过验证、哪些还在验证中？通过验证的主设备商是否已经开始批

量供货，收入体量有多大？感谢 

您好，5G天线、射频器件及天馈一体化产品种类繁多，在目

前已经进入建设周期的韩国、日本、中国等国家，公司的 5G 相

关产品已经批量供货。客户为国际国内主要设备商。感谢您的关

注。 

13．2018 年已经过去了，大家更想知道 2019 的公司发展规

划，能否在创辉煌，让股民有信心长期持有公司的股票。 

您好，在今后几年，公司的将继续加大 5G 研发投入，获取

更多的 5G项目，做好对设备商的 5G产品预研、生产和交付；紧

抓海外 4G 建设高峰，扩大海外运营商客户群体和销售；抓住国

内通信市场的低频改造和升级市场。用更好的业绩回馈投资者。

感谢您的关注。 

14．吴总能否简单介绍下公司在光通信业务上的布局？ 

您好，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光为在未来几年，将利用通宇通

讯在全球运营商的良好客户关系，加大运营商市场的开拓，积极

参与到 5G建设周期。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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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 年公司 5G 产品带来收入 3300 多万，这是一个好的

开始，请问这部分产品中 AAU 是否已经开始出货？在移动的

2.6GHZ 产品方面目前进展如何？ 

您好，AAU 属于主设备商的范畴，公司主营业务仍以天线、

射频器件和微波天线为主。公司 5G 产品线基本完善，天馈一体

化产品将成为主力产品，且基本涵盖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

5G频段，包括中国移动 2.6G频段。谢谢您的关注。 

16．段总，您好。中国 3G、4G 建设周期相对较快，有专家

说 5G 建设周期可能要 10 年以上，公司对于中国 5G 建设的进度

如何判断？从三大运营商今年资本开支上看，今年 5G 预算是不

是不及预期？感谢 

您好，2019 年是 5G 元年，建设周期和进度受各方面因素影

响。特别是下游数据和网络条件的需求至关重要，这是个相辅相

成的关系。从目前看，5G 产业链技术趋于成熟，基本满足建网

要求，但 5G 与以往的通信网络区别较大，技术进展方向多，技

术路线长，在建设中也会不断进化。我们坚信，只有不断革新、

时刻保持技术领先的企业才能在全球 5G 建设中立于不败之地。

感谢您的关注。 

17．段总，您好！鉴于 5G 天线集成度更高，券商研究员认

为 5G 天线业务的商业模式会从“运营商拆包的方式对天线供应

商招标”转为“运营商对主设备招标，而天线供应商与主设备绑

定”，公司从当前 5G 天线供货的情况以及后续供货方式的预判

上看，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您好，5G基站侧技术与 4G相比，变化较大，特别是天线和

射频器件的融合方向上，进展迅速。整体基站更加注重一体化、

轻量化。这将改变供应模式和产业链生态。公司自 2016 年起就

与设备商深度捆绑，这也为 5G 建设周期供应模式的变化打下坚

实的基础。感谢您的关注。 

18．请问，在 5G 新一轮竞赛中，贵公司还能保持 4G 那样

的优势吗？通信设备商纷纷自供天线，对基站天线行业有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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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司如何应对？谢谢。 

公司一直注重 5G 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公

司将一如既往的专注于主营业务，时刻关注市场变化，制定适合

公司发展的战略规划，谢谢您的关注。 

19．您好，公司国外业务 18 年收入占比近 50%，主要是美

国的通信主设备商和运营商吗？公司对于中美贸易战对公司海

外业务的影响是怎么看？相应的应对措施？ 

您好，公司 2018 年的海外收入主要来自印度、欧洲、澳大

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中美贸易战对公司的海外业务无实质

影响，谢谢您的关注。 

20．董事长你好，请问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没有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是什么原因。 

您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已经通过董事会审议并公告。

激励价格、财务费用等指标已经锁定。在人员名单和分配上尚需

进一步调整，调整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感谢您的关注。 

21．段总您好！在 5G 基站建设中华为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

山，但华为已有自己的天线事业部，贵公司下一步是否会开拓与

华为深度合作？ 

您好,华为公司是唯一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设备商。做好剩

余的半壁江山也是极好。感谢您的关注。 

22．董事长，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你对股价的预期是怎样的？ 

您好，二级市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请注意投资风险。公司

将紧抓通信市场机遇，做好研发生产和销售，用更好的业绩回馈

投资者，谢谢您的关注。  

23．黄总，您好。公司 18 年分季度看，收入差异不大、但扣

非净利润差异很大，特别是四季度扣非净利润亏损较大，请问主

要原因是毛利率下降还是期间费用问题？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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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2018年四季度外汇汇率波动较大，导致汇兑损失较大，

同时四季度期间费用发生较多。公司全年毛利率相对稳定，没有

较大幅度下降，谢谢您的关注。 

24．请问吴总，贵公司 5G 有源天线在国内处于什么水平？

目前与华为自制的有源天线存在多少差距?是否与华为、中兴等

关系如何？是否签订了 5G 合同？谢谢。 

您好，公司目前拥有多项 5G 产品相关专利，在全球移动通

信天线领域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谢谢您的关注。 

25．董事长你好，公司有没有存在商誉减值风险。 

您好，根据 2018 年年度商誉减值压力测试，目前公司暂无

减值风险。且公司整体商誉余额较小。感谢您的关注 

26．今年是 5G 元年，是不是意味着已经安装了基站的试点

城市可以开始试商用了？ 

您好,已经布局建设了 5G基站的区域，就具备的试商用条件。

感谢您的关注。 

27．段总，您好。请问贵公司目前天线、射频器件的产能利

用率如何？是否已满产运营？未来是否有扩产的计划？ 

您好,目前公司订单充足，处于满产状态。随着 5G进入建设

期，公司会依据需求进行扩产，目前已具备 5G 产品线的全自动

化，在运行调整提高效率后，产线具备快速复制能力，在 5G 高

峰期，公司不会受制于产能。感谢您的关注。 

28．请问 1 季度确认的收入中，有多少是 5G 收入？ 

您好，根据信息披露规则，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两次报告，

不进行产品分类销售数据的披露。随着 5G 进入建设周期，今后

公司 5G产品销售会持续增多，感谢您的关注。 

29．请问天线阵子是公司自产还是外购？用什么材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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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自己的专利？谢谢 

您好,天线阵子是天线中的零配件之一。根据不同的设备商

技术要求，会有不同的技术方案。公司的天线阵子基本自主设计，

提供设计方案和模具，由公司供应商或公司代工厂供应。感谢您

的关注。 

30．吴总，您好！针对今年 3 月底大批量解禁的股份，为了

提振二级市场投资信心，有没有考虑承诺未来一段时间不减持？ 

您好,公司 2019年 3月全流通，目前公司主要股东暂无减持

规划，如有，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感谢您

的关注。 

31．公司有没有用于终端设备的射频器件，手机天线等技术

储备和产品？如果没有，是否有涉足的计划？ 

您好,公司的天线、射频器件和微波天线产品全部用于通信

基站端。无终端产品，也暂无扩充至终端产品的打算。感谢您的

关注。 

32．公司在基站天线行业有哪些主要的竞争对手？ 

您好，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为国际国内几家具备天线射频器

件雄厚研发实力的厂商。谢谢您的关注。 

33．贵公司昨晚公告显示，章程中的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

是否预示着公司将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进一步布局呢？ 

您好，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是根据相关项目需求，谢谢您的关

注。 

34．段总，您好。请问公司近期是否会安排产业调研？ 

您好，欢迎投资者前来公司实地调研。可通过公司对外公布

的投资者专线、邮箱等方式与我们联系。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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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天线振子技术门槛高吗？国内能够生产的厂家有多

少？ 

您好,天线阵子是天线中的一个基本零部件，技术思路很多，

包括钣金、塑料、压铸等，国内生产厂家众多，谢谢您的关注。 

36．请问，5G 天线振子技术要求是否很高？公司在这一块

的技术储备怎样？如果外购的话，会不会影响公司产品竞争力和

产品毛利率水平？感谢 

您好，天线阵子是天线中的一个基本零部件，技术思路很多，

包括钣金、塑料、压铸等。公司基本自主设计，交由公司供应商

和代工厂供应。无论何种方式，作为五金件的天线阵子，都不会

对公司 5G天线产品的毛利率构成大的影响。感谢您的关注。 

37．请问:4G 时代后期，公司毛利率下滑的很快，请问是什

么原因？是否公司技术被同行超过所致？ 

您好，4G建设末期，市场竞争充分，产品成熟导致产品价格

下滑、毛利率下降，谢谢您的关注。 

38．子公司深圳光为生产的 100G 光模块面向的下游客户是

通信设备商还是互联网厂商？ 

您好，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光为的下游客户包括运营商、互

联网数据中心或者系统集成厂商，谢谢您的关注。 

39．段总，从公司已出货的 5G 天线上看，5G 天线价值量相

对于 4G 是一个什么情况？价格能否对比一下？感谢 

您好，基于保密规定，我们无法给您具体答案。相对而言，

在可比情况下，比 4G天线价值量要高。感谢您的关注。 

40．贵公司在陶瓷滤波器上是否有布局？ 

您好，公司收购的江嘉科技主要生产陶瓷滤波器，目前尚未

完成收购，谢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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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公司的下游客户是运营商还是设备供应商？面对这些

产业巨头，公司的议价能力有限，公司如何处理市场份额和毛利

率的矛盾？ 

您好，目前公司的客户包括运营商及设备供应商。公司将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研发水平、提升生产自动化水平，同

时加大市场开拓力度，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谢谢您的关注。 

42．如何看待公司一季度毛利率下滑，谢谢。 

您好，公司在 1季度内确认的收入减少，1季度受美元贬值

影响，公司汇兑损益较大，对公司一季度的利润造成一定影响。

谢谢您的关注。  

43．公司 5G 滤波器进展如何？何时对外供货？谢谢 

您好，根据不同的产品方案，滤波器的使用类别各异，公司

目前已有部分滤波器自产，谢谢您的关注。 

44．公司的射频产品有没有受到国外的打压？贸易战影响

如何？ 

您好，贸易战对公司业务没有实质影响，谢谢您的关注。 

45．每个 5G基站的天线振子有多大的价值量？是不是公司

自产的？ 

您好，天线阵子是天线中的一个基本零部件，技术思路很多，

包括钣金、塑料、压铸等。公司基本自主设计，交由公司供应商

和代工厂供应。无论何种方式，作为五金件的天线阵子，都不会

对公司 5G天线产品的毛利率构成大的影响。感谢您的关注。 

46．通宇通讯伴随着 5G 板块走得很弱，是公司有什么未公

开的消息还是中国 5G 产业在当前遇到重大事件影响？ 

您好，公司目前未有重大应公开未公开的信息，谢谢您的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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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您好，请问公司在 5g 业务上是否有进展，订单前景如

何，是否为华为提供产品，华为的 5g 战略公司有没有共同参与，

关注到一季度处于亏损状态，深表关切，今后公司的业绩增长点

在哪里，能否实现扭亏，释放业绩 

您好，公司 2018年 5G销售收入 3331.07万元，未来公司的

将继续加大 5G研发投入，获取更多的 5G项目，做好对设备商的

5G产品预研、生产和交付；同时，公司将紧抓海外 4G建设高峰，

扩大海外运营商客户群体和销售，用更好的业绩回馈投资者。感

谢您的关注。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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