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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六鸿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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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请详见附件（排名不分先后） 

时  间 2023 年 3 月 22 日  9:00 

地  点 
元六鸿远（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远苏州”）

会议室 

上市公司参会人员 

副董事长 郑小丹  董事会秘书 邢杰   财务总监 李永强   

事业二部部长、滤波器产品负责人李凯   

董事会办公室 单思齐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公司参会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相

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 

一、副董事长致辞及公司情况介绍 

大家上午好！我代表公司对各位莅临鸿远苏州公司进行交

流、参观表示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公司发展

的关心与支持！ 

（一） 公司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06 日，是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于 2019 年 05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现有 12 个



子公司，其中二级公司 6 个、三级公司 6 个。 

公司主营业务为以瓷介电容器、滤波器为主的电子元器件

的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销售，包括自产业务和代理业务两大

类。自产业务产品主要包括瓷介电容器、滤波器、微波模块、微

控制器及微处理器等，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电子信息、兵器、

船舶等高可靠领域，以及汽车电子、通信、轨道交通、医疗电子

等民用高端领域。代理业务产品主要包括电容、电阻、电感、射

频器件、分立器件、连接器、集成电路等多种系列的电子元器件，

主要面向工业类及消费类民用市场，覆盖了新能源、汽车电子、

轨道交通、智能电网、通讯、消费电子、医疗装备、工业/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领域。 

（二） 2022 年整体经营情况 

1、 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2022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0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4.12%，其中自产业务实现收入 13.7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9%；代理业务实现收入 11.0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0%。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05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 2.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4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45%。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9.66%，同比下降 1.63 个百分点。自产业务毛利率 80.91%，同

比增加 0.08 个百分点，代理业务毛利率 10.78%，同比减少 2.36

个百分点。 

2022 年，面对严峻复杂、形势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管理层

在董事会的带领下，以公司发展战略为指引，锚定既定的任务目

标，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持续强化市场开拓，继续深化科

技创新，竭力保障生产交付，不断提升管理水平，凝心聚力、内

外兼修、多措并举，全力以赴满足客户需求，推进企业经营发展。 



2022 年，公司在北京、苏州两地聚焦瓷介电容器、滤波器等

核心产品和技术，加速推进产品的系列化、国产化、产业化建设

的进程，扎实有序开展瓷介电容器用瓷料研制及应用，同时电磁

兼容实验室建设完成已投入使用，具备了为用户提供从滤波器

产品到 EMC 测试的全流程服务的能力。成都基地的微波模块、

微控制器及微处理器等部分产品已实现量产和供货；在合肥布

局了新的产业基地，主要围绕陶瓷线路板、陶瓷管壳等产品进行

研制开发及产业化实施。 

公司核心产品的自主可控能力不断加强，同时进一步扩充了

产品品类，持续向电子元器件产业链上下游拓展，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2023 年工作重点  

公司始终以“发展企业、有益员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为企业使命和宗旨，发扬“团结进取，认真求实”的企业精神，

坚守实业，开拓创新，脚踏实地，拼搏奋斗，行稳致远。 

1）设立鸿远创新研究院，加快科研创新步伐  

2）深化产业化布局，加强市场开拓力度 

3）持续布局代理业务新市场，不断扩充新兴行业 

4）全面协同发展，持续降本增效 

5）深入落实人才战略，全面提升人才队伍 

6）强化风险合规管理，筑牢安全发展理念 

二、鸿远苏州简介及 2022 年重点事项进展 

鸿远苏州成立于 2016 年,注册资本 1.7 亿元，占地面积约 40

亩，建筑面积 4 万余平米，是以电子元器件及电子材料的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民营科技



企业、江苏省质量信用 A 企业、苏州市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获得多项认可和荣誉。 

鸿远苏州是公司募投项目建设主体之一，公司于 2021 年底

完成首发 IPO 募投项目电子元器件生产基地项目和直流滤波器

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4 亿左右。目前募投项目产线已达到预计产

能条件。 

2022 年鸿远苏州公司通过了 IATF16949 汽车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部分车规产品已通过 AEC-Q200 的产品认证。滤波器产

线建设完成，达到募投项目计划的产能。完成了电磁兼容实验室

的建设，目前已投入使用，其检测能力可以覆盖装备电磁发射和

敏感度测试涉及的大部分试验项目，可满足海陆空平台、车用设

备和分系统的测试要求，提高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电磁兼容解

决方案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滤波器产品的品质和服务的水平。

建成智能车间并实施上线，做到了保密要求、信息安全、智能化、

数字化的有效结合，降低了人工成本，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对提

高产品质量、产品工艺持续改进、保障产品可靠性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节能减排、推动公司绿色发展。MLCC 年

产能达到募投项目计划的要求。 

三、互动交流 

1、公司自产业务平均价格变化趋势？ 

公司自产业务包括高可靠领域产品和普通民用领域产品，

高可靠领域产品单价较 2021 年基本没有波动，普通型民用领域

产品价格相对有所下降。 

公司民用车规级多层瓷介电容器产品通过了 IATF16949 汽

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还在做客户的认证工作，因此总体销

售量不大，主要还是普通民用产品销售量较多，所以 2022 年报



披露出来的自产业务单价有降幅，核心原因是由于产品结构的

变化，普通型民用产品销量占比的提升导致的。 

2、公司自产业务销售量 13 亿只，高可靠产品和民用产品

的占比情况是怎样？ 

公司自产业务瓷介电容器销售量主要是普通型民用产品占

多数，80%以上是民用普通型的，从收入端 99%以上是自产业务

高可靠领域产品，不到 1%是民用普通型产品。 

3、请介绍下公司自产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2022 年公司自产业务前五大客户较 2021 年相比较为稳定。

2022 年，公司自产业务前五名客户分别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合计实现销售收入 96,447.81 万元，占本期自产业务收入比

例为 70.24%，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4、请介绍下公司库存上升的情况？ 

公司存货结构分业务看，2022 年自产业务年末存货 5.2 亿

元，代理业务 1.5 亿元，总额 6.7 亿元。2022 年库存商品增加的

原因是为 2022 年年初的全年生产计划而增加了材料备货力度，

其次由于外部环境的诸多因素导致市场表现不及预期，另外，公

司主动加大了一些库存商品以便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5、请介绍下目前公司滤波器产品毛利率的情况？ 

目前公司滤波器产品毛利率基本在 50%-60%左右。 

6、公司自产业务毛利率上升的原因？ 

公司自产业务毛利率较为稳定主要是自产业务产品单价基

本稳定，同时公司加强了对成本的控制。 



7、公司确认收入的标准是什么？高可靠用户回款周期是多

长时间？ 

自产业务高可靠领域客户通常账期较长。公司发货客户，签

收作为收入确认的时点，记应收账款，之后等待开票，开票时间

1-6 月不定，开票之后 3-6 个月客户会回款，所以 3-12 个月是客

户回款的周期。 

8、请介绍下公司产品的交货周期？ 

公司自产业务产品平均交付周期为 2-3 个月，主要根据客户

需求而定。 

四、参观鸿远苏州公司 

公司请参会人员参观了鸿远苏州的展厅、产线、电磁兼容实

验室。 

附件清单 《与会机构清单》 

日    期 2023 年 3 月 22 日 

 

 

 

 

 

 

 

 

 

 

 

 

 

 

 

 

 

 

 

 



附件：《与会机构清单》 

 

机构名称 姓名 

安信证券 马卓群 

安信证券 宋子豪 

博时基金 刘煜舟 

长江证券 王贺嘉 

长江证券 吴爽 

常春藤资产 程熙云 

晨燕资管 倪耿皓 

赤钥投资 向逸飞 

德邦基金 杜彩雯 

东方红基金 周杨 

东方证券 宁小涵 

东方证券 王天一 

东吴证券 钱佳兴 

东证资管 秦傲 

东证资管 金春 

敦和资管 陈俊源 

富安达基金 孙绍冰 

光大证券 刘宇辰 

光大证券 杨硕 

国金证券 丁彦文 

国君资管 张晨洁 

国信证券 李雨轩 

国信证券 贺东伟 

杭银理财 陈立 

和聚投资 马莉 

鸿道投资 韩啸锋 

华安证券 邓承佯 

华富基金 范亮 

华富基金 高靖瑜 

华能贵诚信托 卞化雨 

华能贵诚信托 陈晨 

华泰证券 朱雨时 

华西证券 林熹 

华西证券 陆洲 

汇添富基金 卞正 

建信理财 栾天悦 

九方智投 宋诚 

民生证券 孔厚融 

南银理财 吴升禹 



鹏泰投资 祝凯伦 

平安证券 杨祺 

浦银安盛基金 朱胜波 

上海德汇 韩晋宇 

上海复星高科技 何宇超 

上海齐熙投资 朱金科 

上海证券 马永正 

苏州银行 卞玉泽 

苏州银行 刘寅峰 

苏州银行 张敏 

太平洋证券 马浩然 

天风证券 陆文杰 

文博启胜 程严 

文博启胜 冯天佑 

文博启胜 薛娜 

信达证券 任旭欢 

兴全基金 李扬 

兴业证券 周登科 

兴证全球 潘博众 

伊诺尔资产 白福浓 

优众纳资本 梁亮 

优众纳资本 廖鸿宾 

远信投资 高亮 

远信投资 黄垲锐 

远信投资 吴鹏飞 

兆信基金 周宁 

浙江辰沣资产 沈添锋 

浙商证券 刘村阳 

正心谷资本 常晟 

中大君悦 吴季轩 

中航信托 张清清 

中航证券 向正富 

中华联合保险 李东 

中金公司 刘运昌 

中新融创资本 王心甜 

中信建投证券 孙旭鹏 

中信建投证券 王定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