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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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5 日（周四）14：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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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二楼阶梯培训室 

（三）接待人员：公司董事长刘述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女士 

二、 接待日主要内容纪要： 

（一）公司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女士主持本次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并对公司 2019 年

半年度主要情况进行了回顾。 

（二）问答环节 

随后，出席活动的投资者就其关注的行业发展状况、公司战略及经营情况等问题与公司

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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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2018 年起，公司的产品结构进行了优化，如在高频高速和汽车领域的布局，都

有很好的进展，请问公司的战略定位这样？ 

答： 第一，公司每 5 年制定未来发展战略，现在正在制定下一个五年战略，可以肯定

的是公司下一个五年战略仍然是做强做大覆铜板主业，根据我们对全球未来电子工业发展的

总体预测，以及过去 5 年和再往前 10 年、15 年的发展轨迹，预测未来 PCB 和 CCL 的发展速

度，总的增长率是多少，据此推算出行业产能未来将达到的水平，从而确定公司在 CCL 行业

的占有率水平，公司占 10%-12%，未来我们需要确保占有率不变，基本保持全球前三名的地

位不变，由此推算公司的总体产能需要扩产多少；第二，我们对公司的定位是成为全球 PCB

客户优选的供应商、成为全球主要终端用户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公司的产品基本覆盖全部系列，技术跨度大，非常全面，市场覆盖面广阔，当某一类产

品、某一个市场变化而出现重大波动时，我们可以调整，所以，公司订单比较稳定，很少出

现大起大落的情况，缺点是不够精细，这是我们需要去弥补。 

 

2. 公司对生益电子的未来定位和规划是怎样？ 

答：生益电子的历史复杂，公司因特殊原因收购了生益电子，定了五年目标，生益电子



超额完成每个目标，虽然经过多重变动，但因为底蕴好，所以，一旦有了很好的机制，他们

能在很短的时间发展起来。生益电子有很好的品质文化，行业的技术水平较高。因为生益电

子东城工厂已不能再扩产，另外，需要转移万江工厂的产能，所以，从 2018 年开始，生益

电子管理层先后对江西、湖北及广东的很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最后选定了江西吉安，项目

建成后，将提升生益电子的接单和盈利能力，它未来定位基本是做中高端产品。我们希望生

益电子能很好发展，也希望它能为公司带来很好的回报。 

 

3. 2019 年上半年覆铜板的情况同比变动怎样？ 

答：具体数据请详阅半年度报告，关于上半年覆铜板的市场情况，一季度市场情况不好，

是延续去年四季度的市场趋势，往常四季度是旺季，会一直延续到次年的一季度，但去年四

季度反常，行情不好，一直延续到今年一季度，所以一季度利润一般，直到今年二季度开始，

销售开始增长，当然，从宏观来看，大家都评价今年二季度不好，整体是不好，但我们公司

还可以，另外一个因素是，原材料价格下降，相对而言公司的产品价格降价幅度较小，所以，

今年一季度营业额与同期相比稍下降，二季度营业额略有增长，利润上涨，主要是因为二季

度市场较一季度好，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得以控制，而材料成本下降，所以毛利率提升，使

得利润增长。 

 

4. 公司对今年三季度、四季度及明年的市场需求和价格判断怎样？ 

答：我个人对公司三季度比较有信心，其实行业对三季度市况判断的分歧比较大。从业

务实际看，我们开工还不错，从宏观看，中美贸易争端没有结果，这个因素会不断影响和冲

击大家的信心，本来三、四季度是我们的传统旺季，很多公司的习惯做法是会下大量库存订

单，以应对销售旺季，但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我们明显看到库存订单少了，大家的信心不足，

所以，从宏观经济上看，未来似乎不是很好，但从行业上，目前从订单上看，市场确实好起

来，其中是包括了 5G 的溢出效应，今年年初，prismark 在 CPCA 大会上做出分析，认为今

年全面都不好，只有 5G 好，而且只有中国的 PCB 工业是受益者，我也同意这个观点，我们

看到 5G 带来的溢出效应，会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需求，表现在一些订单满的优质 PCB 公司，

会流出一些订单，从而让一些订单不好的公司好起来，另一方面是， 5G 会带动未来应用产

品的需求，所以，我个人对三季度非常有信心，但四季度及明年就不好判断。 

产品价格的变动要依需求而定，公司若需要保持市场的占有率，就仍需要扩产。 

 



5. 生益电子三期的进展和技改情况怎样？ 

答：生益电子三期产能在 2019 年上半年未释放，基于现在的基础，三期产能全部释放

后，今年会增加 20%左右的产能。若产品技术复杂，升级产品结构，产能就会减少，另外，

会配套相应的设备，会根据产品的技术需求，持续进行设备改造升级，这些技改可以看成是

配套。 

 

6. 吉安生益电子明年投产后会对生益电子造成盈利压力吗？ 

答：会增加固定资产摊销。PCB 主要看两条：技术和管理水平决定 PCB 公司的盈利，我

对生益电子这两方面的水平很有信心。技术好，就能接到其他人做不到的单，议价能力就强；

管理好，则报废率低，就会赚得比其他人多。技术要看主要参数，比如同一面积上的孔、线

宽、线间距、层数、孔径比等等。 

 

7. 覆铜板和线路板在终端的议价能力如何？公司国产替代方面的规划怎样？ 

答：在国内能做五大通讯厂商（华为、中兴、诺基亚、爱立信、三星）5G 设备板的公

司基本不多，虽然 pcb 厂家很多，但能做好的不多，所以，pcb 厂家的议价能力比较强。这

些大公司也在寻找能够完成订单的公司，所以目前的价格还不错。5G 的需求刚起来，以后

的需求会更多，不敢说价格很高，但一定是合理的价格且会维持比较长的区间，除非新进来

很多竞争者，但是这些板子有很多特殊的规定，所以短期内新进竞争者不多。 

关于国产替代在目前国际化背景下，供应链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只能说如果外国不卖某

些产品给中国，我们是可以替代，但如果外国人肯卖，公平交易会更好一些。美国、日本在

尖端产品方面是领先者，很多领域我们和他们有一些距离，我们仍在追赶，目前对我们来说

这是个机会，这可能是大趋势。但现在还没有到进口替代或者全面替代的这一天。 

 

8. 目前对封装板、高频高速板、汽车专用板等规划情况如何？ 

答：封装板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芯片是卡类，像 ETC 卡，装在汽车上，这种卡是用载

板，还有别的板子也可以用于这方面，卡类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有；第二类芯片主要是发光二

极管，LED 封装之类的，主要要求是耐高温，把高温热散掉，虽然其实这块板不复杂，以前

是由日本公司垄断，要求长时间不变色、不出问题；第三类应用在存储器，memory 上面，

我们也有在推广；第四类是最高端的，封装处理器，目前理论上我们开发出来了，但是我们

需要投资专门的工厂来做，这个工厂和现在的工厂差距很大，虽然现在的工厂可以做，但是



废品率高一些。 

高频板，有 PTFE、碳氢、PPO 等体系，我们这些系列都有，自动驾驶汽车用的 77G，是

用 PTFE 体系，我们都有技术储备。 

高速板分了很多等级，一般用标杆公司松下的 M 系列形容，如 M4、M6、M7 等，这些

系列我们公司都有对应的产品型号。 

汽车板分为五大类，我们基本齐备，一是舒适驾驶用的，比如电窗、空调控制、自动调

节座椅等，主要要求可靠性；二是生命系统，比如引擎、刹车、齿轮箱、ABS 等，这部分安

全等级要求最高；三是新能源，动力和散热，需要用到高导热材料；四是自动驾驶，接收卫

星信号、雷达感应器等，要用到很多感应器，需要用到射频材料；五是车载通讯，对可靠性

要求更高。 

 

9. 哪些产品需要单独设置产线？ 

答：理论上，封装载板，就是 CPU 系列的，需要专门的工厂，卡类的封装，片状和卷

状产品配置不一样，需要专门配置，生产工艺和装备是有差异的；高频材料需要设专门工厂，

特别是 PTFE，需要配置 400 度高温压机，需要特殊高温油，运营成本高；其他的产品可以

替换，但会影响到产能。 

 

10. 特种材料的分类、储备和价格怎样？ 

答：高频主要分两大类，PTFE 和碳氢，广东每月大概有 6-8 万平方米的高频板产能，加

上南通厂规划的 150 万平方米，产能配置能满足需求。今年，碳氢的需求比较大，和 5G 的

关系比较大。高速产品，今年增长比较大，现有产线都可以做。 

 

11. 生益电子的价格同比增长 50%以上，未来产能释放是否有瓶颈？ 

答：预计明年跟 5G 相关的产品是增长的，中国推出 5G 是最快的。生益电子价格可能

没涨那么多，生益电子的产品价格提升，主要是因为 5G 产品的上量，很多特殊工艺把生益

电子的平均单价提高。现在它们产能比较紧张。我们在生益电子基本履行董事的职责，比较

少关注他们的经营细节。 

 

12. 公司如何走高端化路线？研发体系配置如何考虑？ 

答：以前公司的战略是“做大做强”，现在是“做强做大”，公司已经能进入做强的行列，



现有技术积累我们是不可能根据市场热点切换产品的，比如我们研究 PTFE、碳氢的工程师

已经研究这些技术超过 20 年，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就看到，这些特殊材料一定会用到。 

从技术和生产上讲，会碰到很多问题，不断完善我们的技术；销售手段方面，在十年前

公司成立市场部，他们都是工程师。之前我们都是仅仅满足 PCB 的要求，但随着技术的发

展，终端也有很多要求。所以从战略上看，我们希望成为终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不是只提

供给 PCB，需要了解华为、中兴等终端需求是什么。成为终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决定公司

未来是否成功的关键。 

 

13. 市场部运作与考核怎样？ 

答：市场部与重要终端研究所保持联系，获取未来设计产品的参数和想法，转换给研发

部门，匹配技术路线，如果和技术发展预判吻合，就进行立项、研发、验证、定型、转化为

产品，公司有一整套的绩效评价体系。 

 

14. 国内 FCCL 的发展如何，与日本厂商的差距如何？为什么公司只向生益电子下实验

板？订单可见度如何？ 

答：软板这个领域，日本是绝对翘楚。目前中国 FCCL 的技术水平与日本差距非常大，

可能只有在手机领域可以追赶。 

快件公司的装备和技术水平，未必能做得了高端产品或新品，另外，有些需要真正在生

产线上做，才知道真正的表现如何，当然，我们也有不少实验板是下到快件厂。 

市场可见度跟一季度相比，传统汽车订单、国产手机相对好转，日用消费品方面，空调

需求提升。 

 

15. 覆铜板上半年价格下滑，公司毛利率提升的原因是什么？ 

答：从去年下半年公司产品价格小幅下降，毛利率的提升主要是原材料成本及单位制造

成本控制得比较好。普通 FR4 的毛利率没有上升，但是占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16. 公司 FCCL 的进展？ 

答：公司的 FCCL 慢慢在好转。公司收购的韩国 LG 亚胺化生产线，购买了整条生产线、

专利和全套工艺技术等，将会大大提升公司软板的实力。 

 



17. 苏州生益今年的利润下滑很多，具体是什么原因？ 

答：主要是因为去年苏州生益有一笔 6000 多万的非经常性收益，经营情况没有大变化。 

 

18. 高速板应用情况怎样？ 

答：高速板的主流应用只要是服务器，去年增长很快，今年放缓，也许随着 5G 的放量，

服务器会有增长。 

 

19. 高频板的结构占比如何？ 

答：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统计数据，公司覆铜板每个月产销 600 多万平方米，高频高速材

料相对占比还很小，对我们的经营没有那么敏感。 

 

20. 公司处于加速期，如何对生益电子管理层和公司管理层进行激励？ 

答：根据东莞实行的倍增计划，生益电子是其中之一，有政策鼓励，另外，生益电子的

管理层均有持股，还有，计提一定净利润比例的奖金和业绩激励；生益科技的激励主要有股

权激励计划、业绩激励基金和奖金。 

 

21. 未来毛利率的展望如何？ 

答：毛利率跟调整产品结构有关，若能成功调整产品结构，高端的占比提高，会一定提

升毛利率，另一方面成本的控制也会影响毛利率。 

 

22. 5G 能否提升消费电子需求？ 

答：5G 的实施能带动很多的应用领域，5G 不是简单的通讯，它是大于 4G20 倍信息量

和一个低延时的大平台，曾经有专家说过：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未来在 5G 的大平

台上将会出现更多创新。 

 

（三）参观环节 

交流会后，部分投资者参观了公司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