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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2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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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其他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2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会议时间 2022 年 5月 30日 15:30-17:00 

会议地点 全景路演中心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1、董事会秘书于莉女士 

2、证券事务代表姚永胜先生 

3、投资者关系经理刘朋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公司于 2022 年 5月 30 日（星期一）15:30-17:00在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参与河南辖区上市

公司 2022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本次活动线上交流问

答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问 1：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未来房车大发展也是必然趋势，

请问贵公司对房车定制这一块有怎么规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实现房车产品的批量生产和

销售，公司房车的市场表现和产品竞争力在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但公司房车销量基数较小，占公司总销量的比重较低；未来伴随

国家旅游宿营地基础设施和配套管理法规的完善，房车市场需求

存在较大增长空间。感谢您的关注！ 

问 2：公司出口业务现在情况如何？卡塔尔世界杯采购的客

车进展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年，随着海外客车市场新能源



2 
 

化的推进和需求恢复，公司海外出口业务有所增长，海外实现营

业收入 44.88亿元，同比增长 44.50%。卡塔尔世界杯采购的客车

正在陆续交付中。感谢您的关注！ 

问 3：后续公司发展的方向重点是哪一些领域？有没有自主

研发客车发动机或者氢能发动机？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持续围绕“成为全球领先的客

车及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远景目标，通过做好“电动化、智

能网联化、高端化、国际化”，做深做透国内、海外、专用车三

个目标市场，实现各项业务健康发展。目前公司没有研发客车发

动机或氢能发动机。感谢您的关注！ 

问 4：河南汽车工业在宇宙的比重如何提升？河南汽车工业

新能源四轮电动汽车氢能源四轮汽车谁来带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近期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河南省

将依托公司技术研发和竞争优势，提升我省新能源客车市场占有

率。感谢您的关注！ 

问 5：宇通客车是私企还是国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为民营企业。感谢您的关注！ 

问 6：公司目前有哪些已量产的核酸检测车型？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有相关医疗专用车型销售，但

占公司总销量的比重较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大的影响。

感谢您的关注！ 

问 7：请问贵公司核酸检测产品销售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有相关医疗专用车型销售，但

占公司总销量的比重较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大的影响。

感谢您的关注！ 

问 8：请问公司预计全国核酸检测车的市场是多大？公司能

在这个新的产品中抢占多少份额？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有相关医疗专用车型销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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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司总销量的比重较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大的影响。

感谢您的关注！ 

问 9：河南省最近出台的促进经济政策对宇通客车有何影

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近期河南省出台的相关促进经济政

策将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公司管理层将继续努力经营，持续为

股东创造价值。感谢您的关注！ 

问 10：贵公司业绩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公司 2022年 4月 27日披露的

2022 年一季报，公司 2022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5.26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6亿元。感谢您的关注！ 

问 11：请问贵公司和耐力股份有限公司还有合作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新能源客车关键零部件方面，

与行业领先企业形成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支撑公司新能源客

车的技术领先优势。感谢您的关注！ 

问 12：公司在二级市场形象最差！请问公司内部经营是否

异常？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感谢

您的关注！ 

问 13：尊敬的领导，您好！最近国企改革，并购重组是政

府倡导的主要方向之一，请问贵公司有没有在客车领域上有怎么

动作和规划？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没有并购重组等计划。感

谢您的关注！ 

问 14：你好，近期汽车板块异动，做为该行业的中坚力量。

是否按国家政策进行落实到实处？是否已经有计划？还是按部

就班？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一直以来积极跟踪行业政策变

化，及时组织对政策的解读和实施策划，做好经营规划，在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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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策的同时保障各项业务健康发展。感谢您的关注！ 

问 15：公司今年前 4 个月的销量表现明细落后于比亚迪、

中通、金龙等主要竞争对手，是哪些环节存在问题？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感谢

您的关注！ 

问 16：宇通预计二季度是会扭亏为盈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将在半年度报

告中披露，请您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问 17：目前持股基金多少家？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前十名股东中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Avanda 投资管理私人有限公司－Avanda

亚洲优势母基金（交易所）、社保基金等。感谢您的关注！ 

问 18：请问只会删除问题避而不答装鸵鸟的公司如何面对

经营中的问题？也是装鸵鸟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感谢

您的关注！ 

问 19：公司与同行业客车公司同比优势体现在哪里？与中

通、亚星、金龙、安凯等对比市场占有率情况怎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客车市场表现和产品竞争力在

行业处于领先水平；根据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公司大中型

客车总体市场占有率 38.20%。感谢您的关注！ 

问 20：我们注意到公司子公司参与了河南核酸检测投标，

请问贵公司核酸检测产品销售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有核酸检测相关产品销售，但

相关收入占公司整体营收规模比重较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

生大的影响。感谢您的关注！ 

问 21：郑州将投入 4,000 多个核酸检测亭，公司是否有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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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全资子公司精益达设计的核酸

检测亭目前已实现量产，并已成功中标部分项目。感谢您的关注！ 

问 22：你好，公司回购公司股票回购多少进度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对应的 4,899.2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2年 5月 11日完成回购

注销，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3日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问 23：公司年报显示研发经费为 15.61 亿元，请问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费用，及氢能研发的费用各

占多少比例？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年研发支出主要投向如下：（1）

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2）多场景燃料电

池技术及“三电”技术研究与开发；（3）T7高端商务车产品研发

与升级完善；（4）微循环公交产品研发与升级。感谢您的关注！ 

问 24：公司年报显示研发经费为 15.61 亿元，请问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公司研发的动力电池费用，及氢能源研发的费用

各占多少比例？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年研发支出主要投向如下：（1）

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2）多场景燃料电

池技术及“三电”技术研究与开发；（3）T7高端商务车产品研发

与升级完善；（4）微循环公交产品研发与升级。感谢您的关注！ 

问 25：公司年报显示研发经费为 15.61 亿元，请问主要体

现在哪些方面，公司用于研发动力电池费用，及氢能源研发的费

用各占多少比例？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年研发支出主要投向如下：（1）

自动驾驶及智能网联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2）多场景燃料电

池技术及“三电”技术研究与开发；（3）T7高端商务车产品研发

与升级完善；（4）微循环公交产品研发与升级。感谢您的关注！ 

问 26：尊敬的领导！燃油车将来是夕阳产业，公司的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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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规划的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持续围绕“成为全球领先的客

车及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的远景目标，通过做好“电动化、智

能网联化、高端化、国际化”，做深做透国内、海外、专用车三

个目标市场，实现各项业务健康发展。感谢您的关注！ 

问 27：宇通新能源汽车有什么优势？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新能源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包

括完备的研发体系、领先的研发成果、持续的创新投入等方面。

具体信息请您查阅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公司新能源产品竞争优势”部分。感谢您的关注！ 

问 28：公司回购股票的计划还没有完成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对应的 4,899.2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 2022年 5月 11日完成回购

注销，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月 13日披露的《关于股权激励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问 29：近期公司有什么计划来提升股价？贵公司认为股价

应该维持在什么水平比较合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受到宏观经济环

境、行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将持续聚焦客车主业，提高

产品竞争力，努力提升经营业绩。2022年 3月 7日，公司控股股

东宇通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发布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截至 2022 年 3月 9日，

宇通集团已经累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677.13 万股，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0.299%，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999.49 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感谢您的关注！ 

问 30：贵公司近一年股价从 16.3 元下跌至 8.5，目前汽车

板块强势反弹，中通客车已经连续 12 个涨停板，请问贵公司对

股价有何补救措施，或者公司是否有重大利空？还是对客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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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发展担忧？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受到宏观经济环

境、行业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将持续聚焦客车主业，提高

产品竞争力，努力提升经营业绩。2022年 3月 7日，公司控股股

东宇通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发布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 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截至 2022 年 3月 9日，

宇通集团已经累计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677.13 万股，占本公司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0.299%，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999.49 万元（不

含交易费用）。感谢您的关注！ 

问 31：国外疫情放开，海外市场会不会整体改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海外疫情呈现出常态化趋势，部分

疫情管控有序、民众公共交通出行刚需较强的国家和地区行业需

求有所恢复，将对公司海外市场产生积极影响。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