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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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son Lau  POINT72 ASSOCIATES, LLC、汪显森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喻银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李晶 财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李金阳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志民 中邮理财、KA 

Ming Da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权益投资部-孙楠 华 安

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Melrose Chiu Marshall Wace Asia 

Limited、姜荷泽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熊杰 长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张楠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凯 上海涌

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倩倩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俊 广金

投资、孙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希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刘锴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捷 上海世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李思远 海南泽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京 润

辉投资、刘志来 信达证券、舒维康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欧可升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印骁峰 上海潼骁投资发

展中心（有限合伙）、周荣超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刘政科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Francis Ying

 LMR Partners Limited、季清斌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宇腾 

北京磐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毛晶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

营、王杨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志鹏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天麒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邢毅哲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刘霄汉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Marco 花旗、袁英杰 申



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鑫 广州国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亮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衍鹏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胡叶倩文、Yvonne Liu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

资本、陈令朝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泽林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Hu Yujing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

本、裘潇磊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漪昆 天 治 基 金

管理有限公司、梁裕宁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小瑛  西 藏

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睿 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李维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垚煜 上海乘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天一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晓鸣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詹成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胥洞菡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侯纪宁 Willing Capital、Shen Yufeng 瑞信、陈敏良 广州

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秋鹏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周瑞剑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钱堃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唐紫阳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胡纪相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陆晓东 深圳前海红岸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牛建斌 齐家（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忆天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余高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江一帆 万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庞文杰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罗奇添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王莉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孙金成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想 上海海

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吕航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浩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旭东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宋鹏 深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鹏 安信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林仁兴 上海金恩投资有限公司、贾健 易方达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郭宝运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张黎 深 圳 前 海

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靳天珍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郭琪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迪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段怡帆 循远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顾琪 光大保德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尉金毅 毕方（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

淼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司岩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高远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徐伟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李明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泳 广东谢诺辰阳私

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胡育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卓亚 上

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户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余海丰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郭新宇 上海海通

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夏一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章宏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宁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屈森申 上

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朱壮明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胡建平 海

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之璩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秦勉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崔莹  华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陈旭东 华泰、方向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鑫 上投摩

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束家富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红毅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晓岩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玉迪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澄宁 中金、丁凡伦 深圳民森投资

有限公司、陈人可 北京汇信聚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运昌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莫绍伦 广发证券(香港)经纪有限公司、张

济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吴青芸 上海亘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佳昊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庄

自超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蕊伶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章贤良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颜维君、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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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晓涛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邓时锋 国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徐星月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蕾 深圳市复和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闫俊宇 红杉资本股权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

司、James Wei 风和基金、周坤凯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Calvin Wong Luxence Capital、Figaro Chen Optimas 

Capital Limited、张亚辉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珣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Robin Li Ariose Capital、薛博宇 上海玖

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青晨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Chris Chao Wang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Kyna Wong 瑞

信、伊晓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嘉怿 杭州秉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滕兆杰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Yong Wang

 Dymon Asia Capital、Liu Hong Mighty Divine Investment 

Management、盛旭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陈晓生 淡水泉（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阳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陈飞 常州睿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亮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

公司、Jerry Jiang POINT72 ASSOCIATES, LLC、范卓宇 广发证

券发展研究中心、黄凯立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公伟 中 信

建投基金、钱博文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宋方云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栾江伟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梁睿 燕 创

资本、许兴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马姣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周宏成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建波 深圳市榕树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运昌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王燕 杭州威曼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Tracy Cui 中信里昂、刘宏毅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孙文丰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叶 华泰证券、

朱胜波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尤超 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彭雾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冯家桢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陈

敏良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曳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谢明 George Xie CloudAlpha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奇

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慧芳 北京如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建华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赵隆隆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冯达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崔澎 上 海

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金桔 深圳市君天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张景煜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自营分公司、

高尚 芜湖弘唯基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陈周飞 华融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徐婕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翟云龙 上



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炜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陈莹 

维金（杭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孙大鹏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闾志刚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骆海涛 嘉合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王帅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博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石琳 骏利亨德森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张晓飞 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叶元琪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郭党钰 宝盈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文灿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俊 海宁拾

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袁多武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鹏飞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Tony Zhang 中信里

昂、杨小林 广发证券自营、姜通晓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倪春尧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伟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范妍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纯子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王斌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

平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陆阳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天翼 

东方证券、应风杰 上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May YuExpecta 

Capital、俞佳 瑞银、冯都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霍东

杰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宁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刘波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Yu Chen Jun Value Partners 

Limited、Tim Guo CP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td、于腾达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一峰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耀堃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明 SMAM 三井住友投资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蒋丽敏 CSOP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武

斌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陈剑锋 吉富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Roger Lin POINT72 ASSOCIATES, LLC、葛勤燕 维金（杭州）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宁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汪达 杭

州威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洁 重庆金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陈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天成 吉祥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阳桦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丁鑫 华夏未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杨平# 横琴淳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杨彬 



西藏文储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波 上海乘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李平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耀波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限公司、周珂怡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李全 新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黄莘羽# 北京金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浩 

江阴江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徐孙昱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洪骐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丰侨 Pru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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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成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刚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肖

意生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利宁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陈济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刘康 永 安 财 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剑 杭州拾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鹏翔 上

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Kyle Su Kadensa Capital、蒋捷 百年

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高新宇# 深圳市君茂投资有限公司、

孙越峰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柯海平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灏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alinas Zhang Baring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霸菱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王渊 嘉

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向东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myGeng Optimas Capital Limited、韩传青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李佳玲 野村证券、田发祥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陈林海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恺 上海老友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林开盛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邓永琳 上海朴信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杨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曲 中青胜

达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马红丽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杜凡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文龙 敦和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凌晨 农银、谢燚 青骊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彭继

玮 领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鲁悦 Olivia Lu Taikang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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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付伟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练闽琦 浙江纳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雷涛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曹燕萍 太平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杨帆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彦钧 平安资本有限

责任公司、蓝益翔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Tommy Wong

 POINT72 ASSOCIATES, LLC、张皓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灵芝 上海盈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Maggie Zheng Schroders、张星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睿 重庆

金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振威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聪 福建省八方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欧阳良琦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谭琦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文龙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庆

平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王向阳 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刘寻峰 北京鼎萨投资有限公司、王旭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王帅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姜宇帆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陈翔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灏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楼莉莎 

上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张松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宇 上

海永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周楷宁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曙 上海正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

亚东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马新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毛

可君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George Zhao 赵晟 PAG 太平洋投

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盟集团）、闻晨雨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Joe Qin POINT72 ASSOCIATES, LLC、李炼 发展研究中心、王

丛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张亮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潘东煦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昂 东海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雨薇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陶静 建

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冯皓琪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刘

荟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邱超宇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周俊恺 香港鲍尔太平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刘钰粮 上海深梧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Ding Ning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

资本、石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梁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万淑珊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Ryan Peng Dantai 

caipital Limited、张政泽 上海正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春明 中

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王青 进门财经、张大伟 广 发

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李立 农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梁爽 上 海

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雯珺 北京成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许群英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晟昂 深圳市君天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顾鑫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tephanie Wan

 Hang Se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胡沛煌 珠海晟平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滕春晓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闫文杰 

宁夏鑫恒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徐志强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申宗航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贺武正 红华资本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Celia Li李昊 Nordic Asia Advisory Group、王逸峰 阳

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匡恒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Sophia 

Ta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施钰 天

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艾孟奇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闯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禕 上海恒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Derick Leung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邵洁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惠宇翔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徐一阳 德邦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马杰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余佶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肖柏辰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陈秋芝 上海

领久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hi Lin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于嘉馨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延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丁开盛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顾晶 横琴新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琦祎 北京合正普惠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魏崴 Dantai caipital Limited、资管-张昊 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吴海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毅发 新 疆

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若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Tianbo Yu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



禧年管理公司、田环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子龙 中邮创业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刘力思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楠 中

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曹尚舟 上海卓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李学涛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邹斌 深圳融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佘伟民 广州市慧创蚨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殷杰 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蒋娜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海啸 永

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涵韬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田维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angYuxuan 富敦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马继南 深圳盈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小强 华宝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梦真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郁琦 中国人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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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龙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张恒 深圳市裕晋投资有限公司、王亦琛 中 银

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黄文婧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李相君# 北京江亿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王飞 南方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李凡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Kevin Sun 孙玮

 Greenwoods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夏明月 中信

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尹世君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昊鹰

 上海天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川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徐荃子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Li Tan 摩根资产管理

（中国）有限公司、李梦莹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孙啸# 丰

琰投资管理（浙江自贸区）有限公司、朱长杨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郎彬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宗昌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边悠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广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季语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文

文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沈佳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朱亮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冯杰波 上海域秀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时维佳 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Henry Wang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理公司、汪洋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黎来论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房至德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朱翔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Anthony Ng 吴家耀

 China Alpha 中国守正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郭帅彤 新 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芮彤 上海卓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礼英 江

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哲桐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刘蕾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汤明泽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李峥嵘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Rainy Zhang

 Baring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霸菱资产管理(亚洲)有

限公司、付登彦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苏展 华

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蒲延杰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袁

哲航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元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Yunqi Lucy Liu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贝

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倪明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曹晋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eng Chen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孙豪-Tony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齐宁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贾鹏 银华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徐百毅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王远

鸿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勃然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陈晓

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冼胜滔 深圳融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詹粤萍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一隆 银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徐诚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刘源 九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Chun Yai Wang Aspex Management (HK)周宗舟 招 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小迪 上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田肖溪 上

海陆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欧阳力君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烙

童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松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海南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胡艳宇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杜宇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苑博 青岛久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旷斌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帅 大成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潘逸君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刘洁 深 圳

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黄茂琛 证券投资业务管理总部、刘力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钱思佳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蔡建军#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宇辙 天安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伟 上海理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凯

 中国山东高速资本（香港）有限公司资管、王箫 国 华 人 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吴凡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航 海 南

泽兴、Debbie Lam A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imited、田明

华 深圳市凯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蔡宗伯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苏红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程伟庆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王艳# 广州崇正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

康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池睿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杨

坤山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梁承昊 国投聚力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叶浩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红筹投资-董政武 

深圳市红筹投资有限公司、胡松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戴丰年 新

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郭斯皓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薛非

 深圳市前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晓雯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尹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骁禹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伟 北京金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何雪晴

 广发证券自营、张帆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满臻 长

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垚煜 上海乘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黄依聪 深圳市勤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汤权银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Oliver Schnofled、马瑞琨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唐棠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彭柏文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陈勇 上海玖鹏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夏毕畅 中 信 保 诚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高建波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人可 

北京汇信聚盈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珊珊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曹尚舟 上海卓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栋梁 红华资本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董伟炜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阮泽杰 深圳市金友创



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苏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宋彬 南

京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平 广东惠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邓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王优草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晓

泳 广州兴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涛 Evan Zheng 中国山东高速

资本（香港）有限公司资管、何扬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郑有为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方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Justin Liu AZ Investment Management、黄抒雁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宋泽华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William Chen HSBC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周菁 复胜、张少华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玮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周珂怡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傅杰松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Nathan Jiang 姜征昊 Baring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霸

菱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Arthur 花旗、闫文杰 宁夏鑫恒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林照滨 上海老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睿智 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向阳 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鹏扬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WangYuxuan 富敦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张皓

智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haron Shih 大摩、倪明 银 华 基 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吴凡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邹斌 深圳融

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椰香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想 上

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卓

亚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若擎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叶元琪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风杰 上海万晟实业有

限公司、江一帆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宇麟 玄卜投资（上

海）有限公司、肖意生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逸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Qitian Luo Pinpoint、苗富 富 国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鲁东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张岩松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伟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Chun Yai Wang Aspex anagement (HK) 



时间 2021年 7月 22 日 12:00—12:3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贾军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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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情况 

近两日公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目前尚不清楚是何种原因导致

二级市场的波动，公司的各项业务处于正常运作状态，VR、TWS 等

产品业务都在顺利开展之中。针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种种谣言，现

在向各位投资人说明如下： 

1、公司在河南省内没有工厂，没有存货，郑州洪灾对公司生产、

经营无影响。 

2、公司的产业链内部合作等均处于正常状态，各项业务均没有

重大变化。公司与大客户、供应商关系稳定。 

3、精密零组件、VR、TWS 业务进展顺利，VR 产品出货顺利，增

长迅速，客户合作非常紧密。 

4、整体业务仍然高速增长，半年报情况公司已有预告，目前没

有任何变化。 

二、 Q&A 

1、声学零组件业务情况如何？ 

答：声学业务比较健康，市场份额和盈利水平等方面也比较稳

定，也会有一些新的客户业务增长点。在微电声领域，公司不断投

入，持续技术创新，无论是声学零组件业务还是声学整机业务，公

司在兢兢业业，希望下一步更具有竞争力。 

2、VR 业务的产能和未来扩张情况如何？ 



答：VR 业务生产交付情况一切正常，后续在和客户互相配合、

共同投入的前提下来科学地规划产能扩展计划，维持有序的产能扩

展。 

3、越南方面的情况如何？ 

答：越南工厂防疫措施得力，工厂在持续正常运作中，保持正

常供应，会尽可能多地服务客户。 

 

备查文件 无 

日期 2021年 7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