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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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鹰基金、宝盈基金、中欧基金、国寿养老、睿远基金、华宝

基金、光大保德信基金、华夏基金、大成基金、信达证券

时间 2020 年 5 月 14 日-2020 年 5 月 17 日

地点 机会宝路演平台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常务副总经理王文义、财务总监熊仕军、董事会秘书王颖超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包头大丝束碳纤维项目进展？

包头项目在有序推进，目前在走土地招拍挂程序。内蒙古

自治区及包头市政府也在积极推进，希望项目尽快落地及投

产。

2、包头项目一期原计划 2000 吨，改 4000 吨是基于什么

原因？

目前技术问题和资金问题等对项目建设不构成大的障碍，

公司想尽快提高用于碳梁业务的碳纤维的自主保障能力。

3、包头项目资金来源？

公司和包括光威集团在内的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出资的

项目资本金，当地政府有一部分配套的产业引导基金，如资金

不够暂时公司会考虑有贴息的项目贷款。



4、包头项目在产能利用率起来之前，会不会有长期亏损？

未达产短期的亏损可能会有，目前公司年需要外购 6000

吨左右碳纤维用于碳梁业务，一期 4000 吨产能正常消耗下是

不会存在长期亏损的。公司目前测算可以有盈利，另外，如果

包头项目产品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空间，也不一定都会用到碳梁

上，届时会根据业务情况处理。

5、碳梁业务发货情况？今年增速预期？

碳梁业务从 4月份开始发货恢复正常，目前除二季度正常

的订单也在补发一季度推迟发货的部分。从现在的发货情况看

今年的业务预计会比较稳定，或许还会有适度增长。

6、碳梁有没有扩产计划？

碳梁产能第五个 10 条线去年四季度投产，目前有 50 条生

产线，今年暂时没有计划扩产，公司正在实施生产提速计划，

提速后会增加一部分产能，后续业务如有需要再考虑扩产。

7、碳梁如果有其他客户公司是否可以供货？

碳纤维在风电叶片上的应用目前主要是维斯塔斯，有专利

保护因素，其他厂家近几年一直在做突破，但目前没有明显效

果，公司和维斯塔斯的合作不限制公司给其他可能的客户供应

碳梁。

8、公司碳梁占维斯塔斯需求比例？是否会有提升？

公司碳梁业务占维斯塔斯需求 30%左右。碳梁对公司的主

要制约因素是大丝束碳纤维来源，目前公司的大丝束碳纤维来

自台湾、土耳其、国内企业，公司自身业务特点决定了相比其

他碳梁供应商碳纤维资源有局限，公司先要争取到更多大丝束

碳纤维资源才有能和维斯塔斯争取更多碳梁业务。无论是今天

的风电领域的碳梁业务还是未来碳纤维在其他民用领域应用



延伸，低成本的碳纤维资源保障能力或许都是影响下游业务开

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9、公司民品碳纤维在建筑补强领域的情况？

19 年公司生产的民品纤维面向市场后，得到了市场的认

可，市场也具备一定的规模，相信募投项目建成后会有更多的

贡献。

10、民用飞机领域业务情况？

C919 目前用的是进口材料（含纤维和预浸料），公司以

自己生产的碳纤维在和下游客户一起做复合材料的 PCD 验证。

对于大飞机最主要的目标或许是尽早拿到全球适航认证，或许

在拿到适航认证后才有机会开始启动国产化替代，但是具体时

间不确定，在启动之前公司会一直配合验证。

C929 据说立足于国产材料，但是相对于 919 的研制进度

更晚一些，目前公司也在为此做各种材料准备，包括碳纤维、

预浸料等。

11、碳纤维在压力容器领域应用方向？

在压力容器领域，公司主要以碳纤维材料为主，目前主要

是用于储气瓶等，跟建筑领域的应用类似，销售端反映客户需

求会大于公司的供货能力，期待募投项目建成扩大产能以满足

市场需要。

12、T300 产能情况？未来增长空间？

T300现有产能能够满足未来几年内客户研发及生产需要,

不过在年报里也提到我们目前在做产能的等同性验证，验证通

过后，产能会有一定增长。公司的碳纤维生产线设计制造安装

都由公司自己完成，不会出现有需求没产量的情况。T300 级

近几年保持稳定增长，相信更多是早期基于 T300 级研发设计



的部分型号产品进入列装阶段或者产量在持续增长，我们希望

未来一段时间还会有稳定的增长。

13、公司 T300 未来价格会不会调整？T800 价格会不会比

T300 大幅降低？

作为最早开发并成功应用到装备上的 T300 级，是一个国

产碳纤维从无（0）到有（1）的产品型号，光威为此付出的代

价和实际承担的风险远不是今天的经营数字所能反应的，其价

值也不是国内后来开发应用的任何一款产品能够比拟的，产品

价格会不会调整公司没有办法确认，目前还没有调整的迹象，

或许一代材料，一代装备，一个价格机制有他的客观合理性。

T800 目前还在验证阶段，尚没有确定定价机制，小批量供应

的产品是在每年收到研发补助前提下的验证取样参考价。时代

不同，在不同型号碳纤维研发投入差别也很大，另外， T300

级产品主要以 3K 规格供货为主，目前验证中 T800 级主要是以

6K 或者 12K 的产品规格供货，产品规格不同，生产效率也有

差别，所以总体来说生产成本会有差别，所以即便将来确定价

格机制，直接比较两者的价格也不一定是合适的。

14、T800 验证处于什么阶段，国家研发补助体现在哪些

科目？

碳纤维研发投入高，抽样、在产品定型之前进行配方工艺

参数调整，需要连续开车，补贴有来自科研院所、科工局、经

信委、科技部等几个渠道，来支持公司碳纤维的研发，未来几

年公司研发费用还会保持高投入，T800H 一条龙项目验收时间

取决于下游客户研发进度，公司收到的相关补助计入递延收

益，待项目验收后结转损益，公司投入的研发费用已在当期费

用化。

15、丙烯腈价格变化对碳纤维毛利率的影响？



以目前公司碳纤维产品的类型和结构，成本构成中原辅材

料占比 15%以内，丙烯腈价格波动对毛利率没有太大影响。

16、公司 2020 年订单整体趋势和前期对比有没有变化？

军品业务按客户生产及研发要求有序生产和发货；碳梁意

向合同比去年有稳定增长，因疫情发货受影响，随着发货恢复

正常或者补货，如果后期疫情影响没有进一步恶化，预计全年

不会有太大影响；预浸料业务面向中小企业比较多，小企业复

工晚一些，目前基本都恢复正常；复材业务规模不是很大，整

体判断今年还会有增长。

17、公司在航天领域业务情况？

航天领域的碳纤维应用越来越多，目前在航天领域碳纤维

应用我们了解到的主要有几个层面：（1）用于航天飞行器的

高强高模型材料，这方面公司的高强高模碳纤维产品

M40J/M55J在全国是唯一一家具有规模化的生产线并能够实现

批量生产的；（2）用于生产碳碳复材的预制体的碳纤维，这

方面公司目前 T700S/T800S 级产品可以使用，不过暂时业务有

限，希望募投项目建成后加大开发力度；（3）利用干湿法纤

维的性能特点通过缠绕工艺制造飞行部件，我们希望公司的

T700S/800S/T1000 级等纤维，在未来的材料替代或进口替代

进程中能够有参与机会，但是具有不确定性；（4）公司为航

天客户提供符合要求的通用预浸料用于制作各种结构制件，这

是公司开展了多年的业务，目前航天领域业务规模合计大概在

两三千万元左右。

18、公司碳纤维生产设备来源？是否受限？

公司碳纤维生产设备从设计到生产安装调试基本都由公

司自己完成，有部分配件外购，但是国内也有配套，来源没有

问题。



19、公司在技术人才方面的规划？

碳纤维研发人才是公司多年自主培养的，随着公司业务向

下游延伸，特别是高端复材领域，目前公司也在通过各种形式

引进人才，不断补充业务开拓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人才。

20、公司融资方式？

公司融资主要途径是通过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使大额军品

应收账款变现。

21、公司纤维层面未来军民品结构？

未来纤维层面对收入和利润的贡献短期内主要还会来自

于军品 T300 和 T800,民品对收入和利润的贡献还需要规模的

拉动，产能和市场，要能和军品比较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22、公司近几年毛利率下降？一季报公司整体毛利率提高

的原因？

近几年碳梁业务比重提升较大，产品结构的调整使整体毛

利率下行，军品碳纤维、碳纤维织物和碳梁的单项毛利率保持

相对稳定。

公司军品和碳梁占收入 85%以上，军品和碳梁毛利率保持

稳定，综合毛利率波动是因为产品结构不同，一季度军品正常

生产交付、碳梁受疫情影响发货减少，产品结构变化使整体毛

利率上升，公司各业务单项毛利率基本没有波动。

23、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变化原因？

碳梁增长是随着产能及订单增长的一个正常增长；碳纤维

总产量的下降主要体现在民品，是因为 18 年民品纤维 T700S

工艺提升需求实验线开车时间长，产出较多，工艺成熟稳定后，

在 19 年主要是产品的市场开发，实际投入运行时间减少；19

年军品碳纤维及织物实际产量都有稳定增长。



24、民品领域可拓展的方向？

民品纤维相关业务：19 年公司开始有民品纤维面向市场，

并通过与中外同类产品竞争 PK，公司在民品纤维方面有了更

大的信心，公司目前仍是实验线在生产，产能有限，业务量需

要等到公司募投项目建成后有提升，重点关注建筑补强、压力

容器等领域。

碳梁业务：我们目前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做，年消耗 6000

吨碳纤维，目前风电叶片上使用碳纤维材料的主要还是维斯塔

斯，其他厂家主要都还是以玻璃纤维为主，我们希望其他风电

企业在开发碳纤维应用方面有更大的进展，推动整个行业碳纤

维应用规模的扩大。

25、公司碳纤维研发情况？

M40J、M55J 在承担国家项目，主要是基于国家需求，量

比较小，对贡献预期没有很高。

T800 有两个一条龙项目，对基于多种型号的规划来选择

新一代产品的主要材料。参与方比较多，进度各不一样，有直

升机已经试飞，公司按部就班继续配合应用验证。

T1000 目前可在百吨线上生产，目前还在等待下游应用开

发。

26、军品合同签订时间？交付时间？

军品年度合同，具体签订时间不确定，整体上基本在三四

月份，前两年有签订跨年订单，公司和客户的合作模式是当年

未执行完的不继续执行，在新一年开展的业务会合并到新的合

同中。

27、高强高模项目产业化情况？

高强高模型碳纤维产业化项目已经验收，目前在承担国家



项目，没有商业化生产。

28、无人机业务情况？

关于公司涉及的无人机业务，主要是两种情形。一是公司

为无人机厂家供应碳纤维预浸料，比如与有一定批产的彩虹系

列无人机的业务合作。无人机对材料的成本要求比较高，公司

募投项目 T700S/T800S 投产后，参与无人机业务的机会更多一

些；二是公司直接组织或参与无人机结构主体的设计和生产组

装目前在参与的至少有多款有特殊功能的无人机，公司经历了

20 多年的技术积累，培养了从结构设计到复材设计的技术团

队，目前主要有三种合作模式，一是客户设计完了之后我们在

工艺上进行优化制造；二是我们只是按照客户图纸制造；三是

从设计时开始与客户共同参与设计。无人机业务会是一个随制

件的工艺、成本、逐渐成熟，逐步释放的过程。

29、碳纤维和国内其他竞争对手比领先的原因？

我们自己理解，原因有很多，但是公司多年来致力于碳纤

维性能指标的稳定性，产品合格率提升，在过去的 10 多年时

间最主要的成果是各项技术指标的离散系数在逐渐变小，而这

一点没有长期研发和连续的生产过程是很难达到的。

30、公司装备业务情况？

前期主要做公司内部装备保障，近几年也在逐步向外拓

展，比如舱体、包装箱、工装卡板等，现在也在启动各种缠绕

机、铺丝铺带机等国内自主保障能力比较低的关键成型装备的

研究开发。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