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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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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王兵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志超 上海晟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龚耀民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霖 深圳融信盈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黄万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heldon Zhang Schroders、

刘琦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钢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潇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钱敏伟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伟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李欣 华 安 基 金 、 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程任 江西金水宝制

药有限公司、李永亮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彦春 景

顺长城、姜荷泽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宇恒 嘉

实基金、郑少芳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小佳 永诚保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马骋 混沌投资、陀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erry 

Jiang POINT72 ASSOCIATES, LLC、牟方晓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魏崴 Dantai caipital Limited、张怡旦 TT Intl、倪权生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朔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容志

能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先伟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恬  申万宏源、姜涛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Shen YuFeng

 Credit Suisse、刘小瑛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钱帅 长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俊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翁启森 

华安基金、胡慧珍 上 海 晟 盟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董 丰 侨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伏少松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欧阳良琦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李凌芳 广发证券、肖蒙蒙 北京凯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兰程 银河自营、钟业亮 广东华银天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紫

光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俊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邢毅哲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林军 华

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天骄 浙江巽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济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季清斌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李磊 华安自营、罗炯亮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郑冰仪 汇 丰

前海、阳桦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朱凌昊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Tianbo Yu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束家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臣 圆信永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杜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卢鹏 广东银石

投资有限公司、Lily Chou Morgan Stanley、蔡成吉  深圳聚鸣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林元增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缪微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ang Yi 唐毅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石琳 骏利亨德森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朱长杨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Anderson Choi Marshall Wace Asia 

Limited、陈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顾晶 横琴新橙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张震宇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史晓涛 深 圳

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Liu Hong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孙凌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珣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何欢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运阳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楠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小林 广 发 证 券 自

营、何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Jack Lee Schroders、周中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樊志远 国金、赵健 华泰保兴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刘宇辙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谈必成 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新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伟

斌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鄢凡 招商证券、倪春尧 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修艺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克飞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书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代振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Yolanda Zhang Oasis 

Management (Hong Kong) LLC、林烈雄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王优草 诺德基金、汪斌 北京清和泉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郭盈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atson Lau Point72、王秀

平 煜德投资、刘宁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贺璐 上海光大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Debbie Lam A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imited、陈晓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钱栋彪 富 安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elia Li 李昊 Nordic Asia Advisory Group、范

佳瓅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昂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

紹暉 Nomura 汪显森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胡毅发 新 疆

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伟康  广东鼎逸投资有限公司、刘

源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Marco Lin 花旗、刘林轩 上海翙鹏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陶棣溦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喆 北 京

合正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许皓然 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星霖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周飞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田彦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薛蕴哲 上海南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颜孝坤  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程熙云 上海

常春藤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许先扬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

浩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郑天涛 太平洋投資策略有限

公司 (太盟集团）、晏希赟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浩 善 水

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季语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韩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Jason Hsu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Asia Pacific Limited 安联环球投资亚太有限公司、

王龙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文灿 上海仁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刘志敏 上海长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嘉馨 中 国

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丁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郭睿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孙昱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翟森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牛妍菁 上海仁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任燕婷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马红丽 圆信永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陆秋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iona Liu 麦 格

理、徐亮 国信、韩传青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振

宇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哲乾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孟昕圆 证券投资业务管理总部、Joe Qin POINT72 

ASSOCIATES, LLC、殷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鑫# 广州

国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晖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程颙 东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慕浩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晗  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单佩韦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魏来 上

海璞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姚锦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吴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少章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王天乐 中信建投、彭雾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郇正林

 发展研究中心、彭炜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宋鹏 深圳市

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胡敏行 蓝藤资本有限公司、薛博宇 上

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曹耘硕 上海和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聂世林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任宇 淡水泉（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Tina Xu Torq Capital、徐蔚 上海晟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添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崔敏慧

 中信里昂、杜毅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佳林 盛世景资

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覃凤英 逸桦(香港)有限公司（金华阳）、

陈庆平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

有限公司、王泉涌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雨露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徐斌毅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古嘉元 富敦投资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许兴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谢龙 华 泰

证券资产管理公司、鄭凱 富邦投信、杨鑫桐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Steven Teng 滕书文 中国守正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王

立立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孔帆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方圆基金管理(香港)、彭民 嘉

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越 嘉 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京 润晖投资、张望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谭翔宇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程沅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杨宗星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鹏翔  上海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昆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颖 鹏华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Helen Yang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贝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刘益玮 深圳盈泰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晨隆 北京合正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航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obin Li Ariose Capital、刘丹 上 海

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曲萌 上海安洪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施展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田荣 华泰保兴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涛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李涛 深

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张希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刘叶 华泰证券、

黄若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海彬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郑晓辉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曾国富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钦锐 中 信

里昂、祈善斌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叶浩 上海景林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俞佳 UBS、冯杰波 上海域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博北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青晨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Robert 美银美林、马天翼 东方证券、王帅 华富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胡誉镜 中金、吴振华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夏一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符昌铨 华泰保兴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张松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刘竞远 亚

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时维佳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何昕 九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振亚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孙文丰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欣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方向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金盛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闵东旭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曹中舒 北 京

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函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炜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晏希赟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朱

辉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Sharon Shih Morgan Stanley、程骥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周江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延闽 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江城 上海伯兄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马姣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鲍亮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陈一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凡 金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蒋彤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尹竞超 诚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远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徐雯静

 深圳前海常春藤价值伙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无私 江苏瑞华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Katherine 美银美林、唐萤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王志欣 汇丰前海、舒维康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方彬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尹世君 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何怀志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凡 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张浩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Yongzhi Jiang

 Optimas Capital Limited、林森荣 中铖润智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申宗航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AmyGeng Optimas 

Capital Limited、刘志来 信达证券、刘妍雪 国金、杨维维 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葛俊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蓝益翔 平

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仲华超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海燕 申万宏源、余高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垚煜

 上海乘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孟婧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于洋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滕兆杰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Salinas Zhang Baring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霸菱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刘闯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阳宜洋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Marcus Li 李欣伟

 Haitong International AM (HK) 海通国际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

司、陈平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亦琛 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刘开运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白宇# 德邦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Justin Liu AZ Investment Management、蓝阳



 腾湃股权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郑晓曦 南方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丁鑫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胡杨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谭琦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启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珊珊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曾广钧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展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蒋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戴惟 上海混沌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余文耀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

王杨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汤明泽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靳天珍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周浩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方圆

基金管理(香港)、梁楠 中信证券、孙小明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徐哲桐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晓波 杭州还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张凌炜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Oliver Fei

 Schonfeld Strategic Advisors (Hong Kong) Limited、崔梦阳 泰

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汪晖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杜凡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晟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钱堃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妍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尹志斌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宋智浩 上海珺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家桢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江一帆 万

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宇 上海永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怡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田鹏鹏 上海泽堃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林皓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阳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田发祥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曾宇豪 深圳市华鑫汇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陶静 建信养老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林小聪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洋 中 国

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颜伟鹏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佳佳 巴富罗（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帆 上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潘永昌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喻银军 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魏政乐 上海逐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肖爱华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潘东煦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肖意生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卢婷#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超 蜂巢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Daniel Li 李柏宏 同方证券有限公司、刘捷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胡德军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许廷全 汇

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冯轶舟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钱睿南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郑仁涛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荣亮 杭州宇迪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房至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裘潇磊 淡 水

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Jason Lu 陆宇翔 New Vesi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新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子扬 红土创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新宇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豪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星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庄重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侯文宽 深 圳

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陈晓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蒋娜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虞圳劬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陈向东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莆田营业部 、李延

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威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周垚煜 上海乘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岚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林铄榕 上海至璞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健 广

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俊斌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雷   刚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Chen Huang Marco 

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章秀奇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周志敏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un Yai Wang

 Aspex Management (HK)、叶元琪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吴若宗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昆鹏 上海朴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琪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纪相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李平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贺武正 红华资本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汪洋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唐皓 上海砥俊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杨广 中信建投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伊晓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樊志斌 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宋谦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海宇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克平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程

伟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倪春尧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卢轶乔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威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史霄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俊卿 华泰

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天戈 深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朱亮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吴亮 上海沣杨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宁山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元博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荣超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韦诗杰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莹莹 中金、

许娟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志远 Charlie Lin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周元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胡建平 海

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淳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郭斐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伍智勇  国投

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晶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云

程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祝建辉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卫申鹏 浙江国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enry Wang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理公司、严斯鸿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Sam Li 李哲人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理公司、陈鹏 安 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超# 上海耀之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李梦莹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袁晓雨 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李宏斌 上海宏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

王旭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禕 上海恒复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柏正奇 博时、Sophia Ta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李骥 上海昊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林峰 中 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骏晨 深圳市前海登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



一丹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赵阳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丁戈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萍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

管理有限公司、陈丹琳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魏伯阳 深

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乔波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孟亮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Lori Liu Myriad Asset

刘天君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章宏帆 敦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张奇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罗林

 宁波澹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鸿羽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林静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夏林锋 华宝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赵文龙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梓昊 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清影# 北京颐和久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石正同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东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邓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Shi Lin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邹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蒋

璆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eng Chen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张磊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Vivien 許玉蓮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魏东 国 联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蔡健林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

之璩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一阳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谢振东 中信资本（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昆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梁铮 北京金大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徐恒 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经纬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丛 上

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梁悦芹 深圳市兴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牟欣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欧阳沁春 汇添富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欧阳潮 厦门金恒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边

悠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嘉平 合煦智远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张益敏 招商证券、李峥嵘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滕春晓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丁凡伦 深圳民森投资有

限公司、王喆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郑及游 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商小虎 上海禧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亦田 北京金大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陈晓蕾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钟成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Tina Han 同 方

证券有限公司、徐春来 浙江英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齐宁 博 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百毅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李品

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曹佳 广东钜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陈锡伟 上海毅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hi Tsai Jefferies 杨璇 建

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李昂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劲骐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司岩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杜聪 华泰柏瑞、谢昌旭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仲维 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礼英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飞达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琳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王立晟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hris Chao Wang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周玉雄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张运昌#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王晴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朱天逸# 杭州宽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蒋佩炎 东北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万淑珊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王晓岩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农冰立 工银瑞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泽斌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韦明亮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恒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

黄勇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Kucu Kong 孔小琴 New 

Vesi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新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Kyna 

Wong Credit Suisse 孙豪-Tony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彭颖颖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庆平 深圳市康曼德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卢扬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鹏辉 浙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程振宇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佳

伶 NomuraVivien Hu Ping AN Asset Mgt HK - 中国平安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詹凌燕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ChaoyiLi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王斌 浙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邹国英 上海朴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垲霖  上海

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林嘉雯 深圳山石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蔡文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碗仪 深圳市前

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吕一闻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能

之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岳阳 华创证券、陈俊杰 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宋玖伟-Simon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毛文博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玉迪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李龙金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陈

雅青# 聚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张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Feng Chen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潘亘扬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崔晨# 聚

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Jingyi Song Schroders 杨榕 厦 门

市海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曦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杨佳昊 华

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鲜光亮 西藏银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建

海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马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詹银涛 上海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杨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陈健玮 China Universal AM (HK) 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

限公司、丛培超 方正证券、邱宇航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晓飞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Derick Leung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蔡维宾 厦门市海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朱璘 睿 远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思伟 深圳前海百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杜波

 德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张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钱博

文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季周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刘璐 腾湃股权投资管理（苏州）有限公司、Gloria 陆 蓝 藤

资本有限公司、张亮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龙耀华 相 聚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孙宁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Chris 

Tang Marco 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谭志强 九天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广州）有限公司、马川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白培根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叶笑坤 西 藏

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廖伟吉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宋炳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叶浔宇 华夏未来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王志强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彭荣安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冯都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郇正林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孙伟 民生加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钱彬彬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刘鹏 上 海

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Jing Luo Value Partners Limited、

赵鹏程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Vivien Hu Ping AN Asset 

Mgt HK - 中国平安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唐霄鹏 深圳市红筹

投资有限公司、向磊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刘青青 泰

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学权 南京数弈众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汤逸纯 Mark Tang 太平洋投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盟集团）、朱

利伟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Arthur Lai 花旗、杨浩 交 银

基金、温宇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衣桢永 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于腾达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强 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子凌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美玲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谭志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卢剑楠 广发证券、陈伟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博 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田嘉睿 Jerry Tian 美国老虎基金国际有限公

司北京代表处、王坤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东林 西 藏

长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陶涛 深圳前海常春藤价值伙伴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胡润忆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海啸 永 赢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居亮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李冠达

Kevin Li 民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童昌希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陶曙斌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世进 兴全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申峰旗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淞

 Value Partners Limited、王帅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黎来论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奕昂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刘忠卫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亚东 华 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涛 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刘伟林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谢艳萍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饶晓鹏 华安基金、郭帅彤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吴德瑄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闯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王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欧阳潮 厦门金恒

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洪佩茹 深圳惟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纯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跃雄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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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扬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莉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王瀚宁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扬# 誉 辉

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朱凤皎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郭玮玲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魏来 上海璞远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黎东升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冯婷婷 深

圳展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崔苏阳# 北京金大虎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杨济如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一 红土创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侯文宽 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陈令朝 鑫 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袁哲航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洪达伟 光

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黎伦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张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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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 Partners Limited、秦闻 浦银安盛、李登虎 建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李悦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许、、少波 博 时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希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杨婕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欧可升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谢艳

萍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韦明亮 深圳望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杨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唐霄鹏 深圳市



红筹投资有限公司、周俊恺 香港鲍尔太平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陈

耀波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郭帅彤 新华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王春 华安基金、马野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

菁 瀚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胡杨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程跃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Chris Chao Wang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陈一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陈丹琳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dison Lee

 Jefferies 王逸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Anthony Chan

 Value Partner、李悦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何瑞琳 深 圳

博普科技有限公司、王晨隆 北京合正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济

如 上海少薮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彬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林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汪显森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裴愔愔 润晖投资、王海宇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江

城 上海伯兄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陈晓蕾 上海彤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Fiona Liu 麦格理、陶棣溦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Steven Teng 滕书文 中国守正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Kathy 

Zhang T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 

时间 2021年 4 月 22 日 10:00—11: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董事长姜滨先生、副董事兼总裁姜龙先生、副总裁兼董事会秘

书贾军安先生、财务总监李永志先生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贾军安先生介绍公司 2020年度及 2021

年一季度业绩情况 

二、 董事长姜滨先生介绍公司战略情况 

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了冲击，但业

绩仍然不错。今年一季度仍在疫情中，但目前来看，公司仍有较好

的增长。在歌尔成立 20周年之际，公司已在全球电子行业取得一定



的竞争力、规模优势和供应链话语权。 

公司的战略是柔性制造、零整协同。公司在 01年成立时开始做

麦克风，02年开始做微型喇叭、手机喇叭，03年开始做蓝牙耳机，

创立之初采取的就是零组件加整机战略。歌尔的基因是 AUDIO产品，

麦克风、喇叭和蓝牙耳机都是 AUDIO 产品。现在有麦克风、喇叭，

无线耳机、有线耳机、音响等一系列产品线。04年因为产品精密度

要求，公司开始了自动化制造和模具的发展。同时，跟核心的、国

际领先的大客户进行合作保障了公司的发展。现在，全球领先的消

费电子公司都是公司的战略合作客户。 

精密零组件业务聚焦于微电子、声学、光学、结构件等产品方

向。微电子业务包括麦克风、传感器、封装模组。光学主要是结合

VR/AR 的关键光学器件来布局发展。结构件在过去模具发展的基础

上，做关键新产品的零组件，比如金属件、塑胶件、陶瓷、碳纤维、

镁合金等。 

同时公司又发展了 4 个产品方向，有智能声学整机如耳机、音

箱，可穿戴手表、手环，游戏周边、家居的配件，以及进展非常顺

利的 VR/AR。从现在看，这些赛道还是比较长远。歌尔对麦克风、

喇叭、耳机、穿戴等领域在未来的 10-20年的需求发展充满了信心。 

公司的制造以潍坊为中心、越南做补充。从 13 年布局越南，现

在已有相当规模。潍坊有 1000万人口，职业学院是山东省最多的，

为公司提供了各类人才。在研发和市场方面进行了全球布局，招揽

人才，至今为止公司已申请了 22000项专利，其中有 11,000项是发

明专利。预计在未来几年，将会申请 4000 项/年的发明专利。公司

现有 18000 名研发人员， 包括 6000 名制造工程师，12000 名研发

工程师；13000 名技术工艺师，各类专业人才 3 万人，构成公司的

人才基础。 

研发的能力和客户配合非常重要，公司在工艺制造层面的自动

化开发进行衔接，很多产品并不是简单的代工，而是联合协同开发

的 JDM 和 ODM 模式。不管是 VR/AR 还是穿戴的手表，都越来越小，



制造要求越来越高，只有高度的自动化才能把这些产品的质量做好。

这是客户的需求，市场发展的趋势。公司两三千人的自动化团队保

证了柔性制造、智能制造，未来将会变成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预

计可穿戴产品在未来的 20年有很大的发展，会有上亿的规模。公司

将在穿戴的新产品线里边扮演重要角色。 

三、 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先生介绍公司经营情况 

在零组件部分公司主要分为 4 个赛道。一是传统的声学领域。

马达，包括了手机和非手机的使用。非手机的比如游戏手柄，手表

等的应用。除此之外，公司在做无线充电的模组和产品总升级。公

司现已在游戏领域掌握了不少订单，在触控模组领域也有新的机会。

二是光部件及光模组。主要是专注于 VR/AR。公司有信心未来在 VR

领域扮演主要的光模组相关产品的核心供应商角色。三是传感器领

域。公司在开发新的传感器产品，不仅是压力传感器。四是软包材

或者叫软材料。它不单纯是包材，比方说可能是橡胶硅胶里面包了

电子部件模组。 

整机方面也分为四大类。一是 VR/AR 领域，目前主流厂商认为

将来非常有可能 VR 和 AR 有功能上的整合，将来 VR 可能会有一些

AR 的功能，但这不影响 VR/AR 作为独立的产品而存在。VR 经历过

17年的爆发，18、19年的沉寂，如今到了一个新的复苏。歌尔在中

高端产品上有 80%的市占率，主流厂商都和歌尔进行共同研发和生

产制造。未来，VR 和 AR 在技术性上有完全的差异。VR 更多的是娱

乐导向、社交导向。而 AR更多是生产力导向，非常有可能接替手机，

成为下一个算力平台。因此，公司在光模组和显示模组都做了大量

的布局。 

二是无线耳机领域，将会持续是发展的有力支撑。 

三是手表领域，随着包括血压、血糖等健康功能植入手表，公

司预计手表的成长会呈现爆炸式突破。 

四是智能家居领域，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已经进入实战状态。



这个板块体积比较大，对运营、制造的要求比较高，但公司对这个

板块的成长有信心。零部件对整机形成了垂直整合的支撑作用。零

部件和整机互相支撑、互相补充，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 Q&A 

1、公司一季度毛利率有所下滑，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毛利率有所下滑是因为产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化，整机占比

提升导致综合毛利率下降。但从零件和整机产品本身来说，毛利率

水平都是在不断提升的。 

2、公司对 VR/AR产品 21年、22年的销售预期如何？生产局限

在哪？现在市场没有大规模爆发是因为是技术不够成熟还是成本太

高消费者无法接受？ 

答：目前几款 VR产品销售情况很好，一直处于缺货状态。我们

预期明年单个主流客户会有 50%的增长。整个行业会有超过 50%的成

长速度。VR的发展主要靠生态，内容和硬件的协同。在过去硬件有

很多瓶颈，比如渲染速度，处理器跟不上造成的眩晕；分辨率以及

人体工程的设计造成了不舒适的体验，都是障碍。内容成长、生态

的建立是真正影响产业硬件能否高速成长的关键因素。 

3、一季度快速增长的具体驱动力是什么？ 

答：声学零件板块的主要增长动力是平板电脑等和家庭学习、

家庭娱乐相关的产品。从智能整机来讲，VR带动了主要的成长，这

可能受益疫情，也可能受益于行业的爆发。家用 VR的用户明显增多，

也出现了一个家庭多于一个产品的现象，所以需求变得比较的高涨。 

4、可穿戴在功能性上近几年没有重大突破，增长点在哪？ 

答：健康监控、保护。过去可穿戴大多是年轻人、发烧友，未

来客户结构、产品定位变化。主流客户有把血压、血糖传感器整合

到手表上的相关专利出现，中老年人客户也成为目标人群。 

 

备查文件 无 



日期 2021年 4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