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会议纪要 

 

一、 接待日基本情况： 

（一）活动时间：2018 年 1 月 9 日（周二）15：00～19：00 

（二）活动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路 5 号 松山湖办事

中心阶梯培训室 

（三）接待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温世龙先生 

二、 接待日主要内容纪要：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温世龙先生宣布公司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开始。 

（二）问答环节 

随后，出席活动的投资者就其关注的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治理以及持续发展等问题与公

司董事会秘书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沟通，主要内容记录如下： 

 

1、覆铜板行业供不应求情况的持续性和生益科技的扩产计划怎样？ 

答：2016 年 8 月份供给侧改革效应出现，材料供应紧缺，原材料价格上涨，该时期的

增长属于成本推动；2017 年下半年是需求拉动的增长。原材料和板材的价格现在都已经较

高，所以基本不会做库存储备，订单体现的需求应是真实需求。未来市场情况主要看今年二

季度，二季度属于传统淡季，如果淡季需求仍旺盛，证明覆铜板行业供不应求的情况能持续

一段时间，如果二季度需求萎缩，我们还要看宏观经济面的状况，从需求端，可以从关注龙

头企业新产品的推出情况判断宏观经济情况。 

公司的扩产计划已经公告。最近，我们已公告将成立房地产公司，这个事项与扩产有联

系，在新产能释放的同时万江分厂的产能也会逐步关停，最终搬离周边的居民区；陕西生益

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边扩产边搬迁，时间跨度比较长，陕西高新二期项目的产能通过较长时

间逐步释放，2018 年大概能释放 300~500 万平方米，这个也是生益科技在 2018 年释放的最

大新产能，另外的产能还包括南通的特种板材，但量不大，大概年底能投产，产能释放情况

主要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2、公司年报披露的研发人员数量，为什么 2016 年比 2015 年减少？ 

答：我们公司研发人员的界定是通过项目形式，项目小组成员包括生产线上的工艺员、

市场技术工程师等，这些人承担了公司的研发项目。公司每五年召开科协会议，确定未来五



年的研发方向，各个专业领域的人员可以申请研发项目，经科协委员会讨论同意后立项，该

项目的人员就定义为研发人员，而不是固定专门做基础研究的人员才是研发人员。公司的研

发人员有一小部分是专门做基础研究，其余大部分是做应用、改进研究的人员。 

 

3、PTFE 是否已经完成终试？是否有投产计划？ 

答：公司的 PTFE 不仅仅是完成终试，公司已披露设立江苏生益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并

且已经在建设中，总产能是 150 万平方米，分两期进行。 

 

4、根据公司披露的资料，存在苏州生益三期和常熟生益，具体是怎样的？ 

答：苏州生益三期就是指常熟生益，常熟生益在 2016 年 10 月已经开业，但投产时因为

材料紧缺，开工不足，后来慢慢提升，到了 2017 年三季度基本已满产。 

 

5、2017 年半年报，生益电子二期项目进度是 12.65%，其情况如何？能否量化营业收入

等数据？ 

答：生益电子扩产后，每月的产能是 100 万平方尺，综合效益显示出来。 

 

6、九江项目一期能释放多少产能？ 

答：大概能释放 1000 万平方米的板材产能，粘结片也大概这个情况，最终的生产要视

乎当时的市场情况。 

 

7、4G 对覆铜板的需求不及预期，5G 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答：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准备，其中特种板材很多是应用到 5G 领域，也

有跟 5G 相关的制造企业和终端等共同研发，但 5G 目前没有统一技术标准，未来 5G 商用市

场怎样、定哪一个技术标准、怎样的技术路线仍然是关键。 

 

8、公司在特种板领域的计划是怎样？产能多大才能维持像传统板材的地位？ 

答：特种板项目设计产能是 150 万平方米，我们在华东设厂，是基于运输成本及竞争（及

时供应、及时响应）的因素而考虑。 

覆铜板行业是以销定产，产能多少主要取决于市场情况，目前能做特种板材的覆铜板公

司不多，能否取得认证是关键，未来比例是多少主要看公司的研发和市场团队能做多好。PTFE

是属于特种板的一种，发展前景视乎未来 5G 天线的情况。 

 



9、决定覆铜板企业成败关键点在哪，进入壁垒在哪？ 

答：覆铜板企业跟其他企业一样，成败关键点：一是技术，二是管理，技术是基础，效

益靠管理。进入门槛取决于客户群体，高端市场门槛高，低端市场门槛低。 

 

10、去年和今年的利润增长比较快，但也有利润增长慢的时期，未来会出现这种波动吗？ 

答：我们的行业面临充分竞争的市场，而我们的终端是竞争最激烈的行业，能否实现高

利润，主要取决于市场。 

 

11、公司能够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增加盈利吗？ 

答：我们是以销定产，盈利能力主要看订单水平，所以我们开始设立专业工厂，综合效

益好，包括从地域上进行分工等各种方式方法提高经济效益。 

 

12、生益电子 2017 年底是否满产，2018 年一二季度是否有扩产计划？ 

答：生益电子 2017 年底已满产，我们目前没有收到生益电子的扩产计划，若建新的生

产线，需要较大的投入，在当时生益电子进行股改时，就承诺要引进战略投资者，新生产线

应该会引入战略投资者后才建立。 

 

13、2012 年-2016 年公司的毛利率稳步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答：是综合影响的结果。首先核心是技术的发展，重要体现是汽车电子领域，如博世发

动机的汽车订单，汽车电子应用范围的比例在增加，我们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我们在其他

产品也有很大的技术投入，如 IC 载带，利润高的产品开发得越多，体现的毛利率就越高；

有技术支撑，价格就可以维持具有优势的地位；激励与绩效也发挥一定的作用，公司坚持三

共享原则：企业发展与社会、股东和员工共享，公司在较早期就确定依据净利润计提 10%

作为年终奖发放给员工，最近又将计提比例提升至 13%，另外还包括业绩激励基金和股票期

权激励。 

 

14、去年下半年以来三大原材料涨幅多少，公司提价比例是多少？公司是否有往上提价

的计划？ 

答：原则上提价是需要覆盖成本上涨，是一次性还是分时点涨价，主要看各个客户群体

的情况，对涨价的承受能力，另外针对战略性客户和非战略性客户也会设定涨价策略。 

 

15、汽车电子客户在公司收入的占比是多少？除了博世以外，未来汽车电子厂商的合作



情况如何？未来公司对汽车电子的收入预期是怎样？ 

答：预期很难确定，当然，我们也希望毛利率和盈利能力比较高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

但很难实现。汽车发动领域的厂家不多，特别是对于日系的汽车厂家，我们的市场开拓工作

做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未能有商业化的使用，一直处于产品的打样和验证阶段，目前就只有

博世带来商业化的效益。汽车电子在公司收入的占比大概是 20%-25%左右，而且趋势是增长

的。 

因为公司是以销定产，所以很难预计 2018 年的具体占比是多少，要视乎订单结构，还

要看横向的其它产品的价格水平。在汽车电子领域，客户有 3-4 家的供应商可以选择，我们

能得到多少订单要看客户的选择情况。 

 

16、公司客户结构是怎样？根据披露的信息，公司的前五大客户占比是 20%左右，这些

是 PCB 客户还是像华为、中兴、博世这样的客户？ 

答：华为、博世等是我们取得认证的终端，我们的产品卖给 PCB 厂商，最终的产品是

终端使用，终端没有 PCB 企业，我们是通过终端认证的供应商，终端的订单下到 PCB 厂商，

然后 PCB 厂再下单到我们，而且，终端也不是只指定我们一家。 

 

17、目前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很高，是否还有空间可以提高？ 

答：我们一般是按照一年 260 天来设计产能，若开工达到了 300 天，就很难再提高，只

能从产品结构去调整。 

 

18、2018 年的订单情况预期是怎样？ 

答：公司是以销定产，从经营角度，最优管理的订单周期是 3-5 天交货，很难预期较长

时期的订单情况。 

 

19、未来铜箔供应是否紧张，是否会成为产能瓶颈？ 

答：理论上，铜箔供应最紧张的时期已经过去。铜箔供应紧张是市场发挥作用的结果，

导致价格上涨是铜箔供需调整实现盈利的过程。很长时间铜箔厂商的定价是参照 LME 铜价

加上加工费确定价格，稍微盈利，这样导致铜箔厂商扩产的积极性不高。导火索是动力电池

出现爆发式增长，锂电铜箔需求在不断增长，电子铜箔处于盈亏边缘，甚至亏损严重，这样

有部分电子铜箔转向锂电铜箔，导致电子铜箔供应紧张，另外，还有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原

因，这些因素导致电子铜箔价格飙升。当然，好的一面是加快了材料国产化进程。 



 

20、这两年原材料的效益很好，但按生益的战略，生益不做原材料也不做线路板，为什

么坚持不做原材料的战略呢？ 

答：术业有专攻，技术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是否做原材料，主要看企业是朝低成本扩张

方向还是技术发展方向发展。不做原材料，材料供应商会提供其知悉的材料体系供我们进行

研发，并且根据我们的产品需求改良、研发产品，双方是合作共赢的。如果生益也生产原材

料，与原材料供应商竞争，技术研发会在材料上受到封锁。 

原材料的生产也是需要专业技术的，如果没有过硬的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不符合

要求，最终就只能内部消化，那么覆铜板产品的品质也会受到影响而成为大众化产品了。 

相信专业，相信技术，产品做得足够好，是不愁没有市场的。 

 

21、如果动力电池的需求好于预期，生益如何应对铜箔价格上涨呢？ 

答：一方面，锂电铜箔的产能投入远比电子铜箔的产能投入大；另一方面，电动汽车需

要使用大面积的电子产品，包括电池的线路模组也需要使用覆铜板，如果电动汽车需求增长

也会拉动覆铜板需求，这样电子铜箔的产能投入也会有增加。 

 

22、生益的产品除了通讯应用，汽车应用也比较多，但手机应用方面比较少，原因是什

么？ 

答：我们的产品是能应用于手机模块的，但手机模块竞争十分激烈，台资企业的工厂设

计是专门针对手机产品的，我们很难有竞争优势，而且手机模块波动比较大，我们也没有富

余产能，新产能增加后，会考虑由专门的工厂生产手机用产品，这是我们经营上一直有考虑

的问题。 

 

23、汽车模块的覆铜板产品毛利率是否会高一些？ 

答：汽车电子分为较多模块，我们主要做发动机方面的产品，尚未进入汽车制动领域，

汽车总成一般使用本土的供应体系做汽车制动；舒适驾驶、雷达、导航、音响设备等方面技

术壁垒较低，毛利率会比较低，发动机模块技术壁垒比较高，毛利率会高一些。 

 

24、2016 年下半年以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但整个行业依然向好，前提是行业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况，2018 年和 2019 年覆铜板行业产能扩充比较大，到 2018 年底后是否会

出现产能过剩？ 



答：电子化进程、电子制造向中国集中、电子技术更新趋势是确定的，期间会有波动，

但工业投资不能因为短期行业调整和风险、出现市场萎缩而放弃，需看长远发展趋势。 

25、可转债募投项目全部实现需要多长时间？ 

答：陕西生益的募投项目已经在实施，2018 年会释放 300~500 万平方米的产能，未来

会根据市场情况分步实施；新项目开始投建后建设期一般是一年。 

 

26、生益近期有很大的扩产投资，对行业未来的预期是怎样呢？ 

答：根据我们做投资论证时收集的资料判断，未来 5 年，全球印刷线路板行业大概每年

增长 5%-6%，中国大陆大概保持 8%-10%，但不排除部分年份高于或低于这个比例。 

 

27、生益高频产品是否已经通过中兴、华为等终端认证呢？ 

答：5G 现在还没有行业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去做真正的第三方认证，需要标准确定

后才可能明确。 

 

28、如果高频板材的进入门槛高，毛利率就会比较高，您认为高频板材的竞争格局是怎

样呢？ 

答：如果 5G 成熟并进行全民应用，很难有高毛利率。如果不能进行全民应用，虽然有

高毛利率，但量很少。技术上确实有比生益做得好的企业，但现在他们在原产国的生产也出

现问题，在寻求买方。 

 

29、为什么生益科技的周转率比同行低？ 

答：主要是客户群体结构不同，我们战略客户群体比较多。行业一般水平是月结 90 天，

要提高周转率可能就需要在其他方面给予优惠了。 

 

30、生益产品厚板和薄板之间的占比是多少，因为这决定着对玻纤的需求？ 

答：我们前几年平均厚度是 1.3-1.4，现在平均厚度是 1.1-1.2。1.5-1.6 的厚度属于普通

型的产品，进入这个行业的企业一般都能够生产，比这个厚度范围更厚或者更薄都有更高的

技术要求。 

 

31、覆铜板各种原材料的成本占比分别是多少？ 

答：以三大材料为 100%计，铜箔约占材料成本 50%，玻纤约占材料成本 25%，树脂约



占材料成本 25%。 

 

32、江苏生益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哪种高频板，单价是多少？ 

答：单价需要产品生产出来后由市场决定，我们多种类型的产品都有，主要根据市场和

技术标准确定。 

 

33、有数据显示 90%覆铜板集中在中国生产，而线路板只有 50%，未来能实现 90%吗？ 

答：这个有多层板的影响，几平方米的覆铜板才能做出一平米线路板，层数越多，需要

的覆铜板越多。 

 

34、高频板产线与普通板产线有什么区别？能否改造普通板产线生产高频板？ 

答：高频板分很多种，我们现在有生产一部分，但会占用普通板的产能。高频板对压机

温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生产不同产品需要的设备不一样。 

 

35、能否说说高频板什么时候可以量产呢？ 

答：会分两期实施，一期设计产能 60 万平方米，一切顺利年底应能投产，量产主要看

市场情况。 

 

36、特种板价格会是怎样呢? 

答：如果应用不普及，价格会高；如果普及应用，价格会向常规产品变化。技术发展了，

价格也会降低 

 

37、2018 年公司没有太多产能扩充了，产能利用率会有提升吗？ 

答：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常熟生益，包括一部分的产能扩充，另一方面来源于

产品结构的调整。 

 

38、生益未来会有涨价吗？ 

答：如果市场好转真实需求能够持续，价格应还会有一些上涨空间。 

 

39、覆铜板价格前期大幅上涨，下游现在库存如何？如果涨价停滞，下游库存是否会放

大？ 



答：现在产品价格处于高位，覆铜板做成品库存和线路板做材料库存的可能性较低，现

在的需求应该是真实需求，除非行业认为未来仍会大幅涨价。 

 

40、公司 IC 载带目前的情况和未来规划是怎样呢？ 

答：我们主要是做如身份证、银行卡等方面的市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封装工厂，但技

术和研发已经有比较充足的储备，建立专门工厂的时机主要考虑国内芯片行业发展情况。 

 

41、高频板跟国外龙头技术差距有多大？ 

答：配方体系不一样，各有各的优势。 

 

42、公司有很多产品，不同产品的进口替代现在达到什么情况？ 

答：基本不存在进口替代问题，产品最终用户主要集中在中国。 

 

43、公司跟中国其他覆铜板上市公司之间的优劣分别在哪？ 

答：上市公司的信息都是公开的，相信投资者自己有这方面的判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