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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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兴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运阳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秦志 杭州循道量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鲁明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Sharon Shih 国盛证券、黄进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厚华 江苏恒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Miles Xie Torq Capital、钟琳 

华创证券、朱长杨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范煜 交银施罗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李洪波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欧阳良琦 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姚德昌 上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伟林 汇

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李融信 上海逐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杜知恒 上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徐恒 华夏基金、

祁禾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Lily Chou Morgan Stanley、薛翔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季清斌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臣 圆

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剑锵 惠理基金、刘政科 深圳创富兆

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苏展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奚哲渔 Oberweis、李

佳伶 国金证券、王莉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张磊 天

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兵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章晖 南方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张鸿羽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杨 鹏扬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李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晟昂 深圳市君天

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汤权银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李梓澎 华

泰证券、刘炜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何立中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杨佳昊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志来 中金公司、周中 交

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obin Li Ariose Capital、王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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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萤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hris Wang Quad Capital、高

源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蕾 深圳市复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Jacky He Jefferies、李灵毓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杨秋

鹏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学涛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维维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新宇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胥洞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ack Chen Daiwa Capital、

陈振宇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孙卫党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邓钦文 富国基金、Marco Lin 花旗、黄罗卿 北京鸿风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李凡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Hu Yujing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田发祥 上海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孙超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余高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张浩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贾

柯 上海探颐、樊志远 汇丰前海证券、刘平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皓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teven Teng 滕书文 中国守正

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陀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Rom Gao

 麦格理、顾超 珠海横琴万方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Chrissy Jiang UBS、Fiona Liu 麦格理、顾鑫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周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杜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许廷全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玥 长信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徐哲桐 混沌投资、梁楠 中信证券、胡亚男 西藏源乘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梓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枝 浙江新

干世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玥莹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单柏霖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郎彬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凯立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李培炎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何文逸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amantha Chen Morgan Stanley、刘

林轩 上海翙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谢明 George Xie CloudAlpha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奇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旭东 上海混

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康旭 上海利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Alice 

Chen Aspex、周志敏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罗天艺 深圳市

明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Paul Wang 群益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冯家桢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顾耀强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宋鹏 深圳市中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庄自超 北京宏道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teven Wang 汇丰前海证券、周楠 中邮创业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星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浩 江阴江

梁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徐荣亮 杭州宇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彭雾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Yvonne Liu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杨阳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肖凯 上海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珣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马

新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樊婀琳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Katherine Zhu 美银证券、徐利宁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冯令天 方正证券、Kevin Zhou ICBC Asset Management (Global) 

Company Limited 工银资管(全球)有限公司、万淑珊 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陆忆天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薇依 恒生

前海、黄若谷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平 汇丰晋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汪凯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霖沁 江苏瑞华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雷定中 广东海辉华盛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李峰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梁诗洁 深圳前海富鑫资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容嘉亮 Trilogy Partners、曹诗扬 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齐磊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Melrose Chiu 

Value Partners、郝家宏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力思 泓德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舒薇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Yong 

Wang Dymon Asia Capital、刘无私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陈鑫 广州国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秋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崔澎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叶 UBS、



赵万隆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汤明泽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叶元琪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马天翼 才华资

本、周宗舟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晓辉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倪春尧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之璩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林君彦 东北证券、叶笑坤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王亥莹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瑶 Rays Capital、宋

谦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飞达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邱懿峰 新时代证券、王冠华 深圳旦恩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张淞 Value Partners Limited、陈家琳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良开益 上海恒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ric Zong 泰康资管、曲

南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蔡少东 信达证券、Chris Chao Wang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王天乐 东方证券、黄依聪 深

圳市勤道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鲁斌 成都火星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熊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Calvin Wong Luxence Capital、

程鑫 York Capital、李延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racy Cui 中

信里昂、李晓光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肖茂权 海

南中金金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应毅巧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营-蒋宏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马红丽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董丰侨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方圆基金管理(香港)、王昭光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颜维君 野

村证券、Kyna Wong Daiwa Capital、郭朝峰 红华资本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刘竞远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林大川 Prime Capital、

潘亘扬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余辉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孙金成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马姣 太平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张志梅  尚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Tina Xu

 Anatole、房至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琳 骏利亨德森投

资香港有限公司、吴思源 前海开源、朱昆鹏 上海朴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刘欣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胡叶倩雯 招银理财、刘

元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冠球 万方资本、Cherry Ma 摩根



大通、Anthony Ng 吴家耀 China Alpha 中国守正基金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Sophia Ta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李睿 尚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崔文涛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

中心、刘鹏翔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裘潇磊 淡水泉（北

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建华 福建滚雪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

权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曳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温晗静 

沣沛投资、李健 盈沣（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鹿鹏 深圳前海

精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鄢凡 招商证券、权益投资部-李亚鑫 华

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娜娜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宗

航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经纬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

慧 新时代证券、Simon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Tony Zhang 花旗、郭鹏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王丛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Jimmy Yu

 UBS、丁健豪 深圳市泰德嘉禾投资有限公司、胡沛煌 珠海晟

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亦琛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钱彬彬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陈晓生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滕兆杰 上海晨燕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Priscilla chan

 Clough capital、张海婷 珠海晟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显森 首

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滕春晓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希 珠

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王逸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威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Kevin Zhang 美银证券、周静 寻常（上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杨庆运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济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施恒彬 和谐汇一、金欣荻 浙江纳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Chi Tsai Torq Capital、徐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余文耀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陈俊 海宁拾贝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戴惟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金晓鸣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林崇平 泰康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雷   刚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王霆 东海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Max Lu Optimas Capital Limited、Tianbo Yu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

理公司、朱柳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谢钧 深圳菁

英时代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谭琦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马越 China Alpha Fund、李品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张希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罗悦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卢婷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容志能 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楼莉莎 上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刘荟 西部

利得基金管理公司、张济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刘志敏 上海长见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徐孙昱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振兴 

Jason Wang New China AM (HK)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欧

可升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金炜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Chris Zhang Taiping Assets Mngt (HK)、刘宏毅 华润元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王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James Wei 风和基

金、陈启腾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昂 东海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冯杰波 上海域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江英 深圳东

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边悠 明亚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许日 摩根大通、张彦琨 深圳市善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孙啸 丰琰

投资管理（浙江自贸区）有限公司、曾尚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徐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运昌 汇华理财有限公司、应

风杰 上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荣富志 深圳市前海德毅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陈晓蕾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陶静 建信养老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李运光 Atlantis、李阳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谈必成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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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质冰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叶浩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钱堃 嘉合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廖伟吉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皓智 华夏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艳宇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邹莹 北

京凯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邹国英 上海朴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冯



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文文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吴

若宗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奋涛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李龙金  Eric Li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张秦铭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刘嘉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潘东煦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峥嵘 上海雷根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锐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捷 上海

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伟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冯轶舟 百

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舒维康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张岩松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Francis Ying LMR 

Partners Limited、Alex Yang 中银基金、姜宇帆 上海明河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汪洋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欧阳力君 中银基金、郭

宝运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Michelle Liu Doric Asia Pacific Small 

Cap Fund、尹世君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袁光 深圳前海华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魏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朱亮 上海丹羿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周洲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赵大震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焱予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林嘉雯 深圳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鲁悦 Olivia Lu  泰康资产管

理(香港)有限公司、侯纪宁 涌容资产、Chun Yai Wang Aspex 

Management (HK)、秦忠垚 、深圳市华鑫汇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魏光正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戴晓枫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朱维缜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万春 上海万晟实业

有限公司、董延涛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航 上海趣时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林庆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瑨 汇添富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魏东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孙宁 上海

混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林元增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周俊恺 鲍尔赛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坤凯 淡水泉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罗翔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顺序 

深圳市惠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炳耀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

广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玉迪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龙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朱凯 中国山东高速资

本（香港）有限公司资管、董程扬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龙耀华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李明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时维佳 开

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An Zhang Luxence Capital、王帅 华富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匡恒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鄢然 光大保德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奕昂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晴 诺

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闻甲佳 中国富强金融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周雷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安宁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唐博伦 New China AM (HK) 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李蕊伶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瑶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林仁兴 上海金恩投资有限公司、刘一隆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郝彪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尤国梁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靳树芳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栋 China Universal AM 

(HK) 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张宇 上海永望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顾晶 横琴新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亚东 深圳天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陈金盛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Ashley 

Chung 新华资本、罗彤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远鸿 长盛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岳阳 华泰证券、陈佳敏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喆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汤逸纯 Mark Tang PAG 太平

洋投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盟集团）、黎来论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张政泽 上海正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季语 海宁拾贝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丁凡伦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毕仲圆

Eva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Derrick Liu Dymon Asia Capital、

陈向东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林博程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Jason Zhang Nordic Asia Advisory Group、陶金铭 安信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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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强 上海元葵

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曙 上海正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叶

文强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邱宇航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香滢 深圳多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梦莹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宋方云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磊 华泰柏瑞、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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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邢毅哲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聂博雅 华福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田明华 万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WangYuxuan 富敦投资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胡博清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向阳 上

海昶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heldon Zhang Schroders、李子扬 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斌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冯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元浩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曹凤杰 上海雅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彬 安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尚 杭银理财、方向 九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冼胜滔 深圳融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管-张昊 东 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温宇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优草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琦侠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陶胤至 建

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周静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郑宇（RobinChen） 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嘉馨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余海

丰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波 上海乘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高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何若梅 泰康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马川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马少章 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伟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涵韬 上海景

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文菲 深圳市衍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捷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逸洲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倪春

尧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仁涛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Kristal Ji Schonfeld Strategic Advisors (Hong Kong) Limited、王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亮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韶峰 

上海金恩投资有限公司、张海啸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之星 上

海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宇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

合伙）、于腾达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翔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蔡成吉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亮 杭银理财有限

责任公司、林静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Eugene Tse Foundation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伊晓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徐斌毅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灵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

Debbie Lam A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imited、林庆 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练闽琦 浙江纳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曹娜 兴全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伍智勇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帅 大成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熊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李杰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赵可欣 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刘平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AmyGeng Optimas Capital Limited、万延燊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白培根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刘闯 汇添富

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雷   刚 玄卜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崔

甲子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扈波 深圳市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张玮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童昌希 银河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苏红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畅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赵文龙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赵一路 美国友邦保险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郭晓燕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潇 上

海胤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吕海龙 深圳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范

刚 泰仁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苗富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obert 

Yen Dymon Asia、石坚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Susanna 

Chui 摩根大通、席红辉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禕 上海恒复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邹伟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亮 广发证券发

展研究中心、陈通 China Universal AM (HK) 汇添富资产管理(香港)

有限公司、从培超 Morgan Stanley、毛正 瑞信、南鹏 北京兴源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令朝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Yunqi Lucy 

Liu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贝莱德资产管

理北亚有限公司、荣富志 深圳市前海德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进 

上投摩根、陈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荟慧 深圳正圆投资有

限公司、罗嘉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郑宇（RobinChen） 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魏大千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Angus Lin Optimas、林元增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徐

利宁 深圳市榕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Thompson Wu 招商证券、

Doris Wang Fullerton Fund Management、刘一隆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陈文菲 深圳市衍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田发祥 上海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肖凯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Frank He Manulife、林晓 Trilogy Partners、黄紫薇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Howard Wong 奥陆资本、Salinas Zhang Baring A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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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zard Asset Management、Arthur Lai 美 银 证 券 、 Angus Lin

 Hel Ved Capital、单柏霖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Winnie So

 施罗德、朱壮明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刘一隆 工银瑞信、

刘妍雪 淡水泉、邱虹宇 红杉资本、WangYuxuan 富敦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Tina Xu 中信里昂、邹天龙 北京磐沣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潘东煦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 2021年 8 月 27 日 10:00—11:00 

地点 公司会议室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先生、董事兼副总裁段会禄先生、副总裁

兼董事会秘书贾军安先生、财务总监李永志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许

艳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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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情况 

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同比 94.5%的增长，归母净利润同

比增长超过 120%，主要源于公司各项业务进展迅速，同时去年受疫

情影响同期基数较低。 

公司上半年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原因主要包括受到越南疫情

影响开工率不足，个别产线稼动率较低，导致单位费用分摊较高及

部分原材料涨价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公司产品结构发生变化，

智能声学整机和智能硬件业务占比大幅提升，精密零组件业务的占



比下降至约 20%。毛利率有所下降的同时，净利率明显增长，归母

净利润也大幅提升。 

公司整体运营情况显著改善，资产负债率约 50%，非常稳健，

ROE、ROA明显改善，经营净现金流改善非常大，供应链管理提升明

显。公司也很注重轻资产的运作，上半年的资本支出的结构也有所

优化，设备支出占比增加，基建支出占比降低。公司积极抓住市场

机会，布局比较好的赛道和产品，包括以 VR 为主的新兴智能硬件、

智能声学整机、精密零组件等，积极进行投资。公司的期间费用控

制也非常好，各项费用率都有所下降，运营周期、存货、应收账款、

周转天数等数据均表现良好。 

二、 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先生介绍公司运营情况 

2021年上半年，公司的营收、净利润、净利率、净现金流、运

营周期等关键指标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主要成长动因： 

第一，公司所布局的优质赛道。歌尔在 2013 年就开始对以 VR 为代

表的新兴智能硬件业务进行布局，这些产品在今年出现爆发性的增

长，并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有望成为消费电子产业中非常重要

的一极。同时，智能穿戴、智能家居、游戏机等业务也进展顺利。

总体来说，在以 VR为代表的新兴智能硬件方向上，公司的业务有非

常大的成长。 

第二，公司“垂直整合”和“零整协同”的战略。垂直整合是指在

声、光、电、精密结构件等领域都深耕相关的核心技术，提升零组

件的自供比例，从而提升盈利水平。零整协同是指零件和整机业务

互相带动，来促进新的业务机会的获取和盈利空间的提升。 

第三，专注大客户战略。一方面要深耕核心的大客户，结合公司的

业务战略，深入到每个大客户的具体业务板块，发掘客户的深度价

值；二是客户分布更加均衡，每个客户的业务都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和程度，都会带来相当的价值。同时，歌尔也成为重要客户的战略

供应商。 



第四，精细化运营。持续推动精细化运营，促进了盈利能力的不断

提升。把精细化运营的细节做好，VR等重点项目达成了既定的运营

目标，支持了公司业绩目标的达成。同时精细化运营也离不开自动

化、数字化的支撑。 

第五，持续进行组织变革与管理改善。公司开展了流程 IT变革、数

字化转型、财经变革等多个变革改善项目，加强了对现金流和库存

的管理，效果非常显著。全面升级制造模式、深入开展全面质量管

理，提升了效率和质量以及整体运营水平。开展职能部门的效能提

升，使得职能平台不断精简，向 BG/BU 等业务单元授权，提升了组

织活力。此外还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强化内控体系等，都是公司

在组织变革和管理改善领域做出的一系列工作。 

第六，持续投入研发。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继续增长，持续地着力

于产品技术、核心技术、工艺技术和核心零组件领域内相关技术的

开发。为客户不断地提供创新性的产品技术，也从这个过程中分享

应得的价值。 

 

公司上半年中面临的挑战： 

第一，整机业务高速发展，营收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整体毛利率出

现一定的下降。公司会采取措施和方法，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持续

改善。 

第二，疫情原因、产品迭代、原材料供应等因素对 TWS 智能耳机等

产品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未来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三，疫情对下游市场需求也有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 

 

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第一，消费电子未来大有可为。从几个业务板块来看，首先 VR/AR

是当前的龙头板块之一，VR有游戏、娱乐、社交、办公、媒体等各

方面的属性，未来应用范围极广，市场潜力巨大。目前美国、日本、

中国等国内外的头部厂商在这个领域内大力布局，进行了扎实的投



入，未来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非常可观。 

第二，智能手表等穿戴设备未来有很大的机会，特别是血压、血糖

监测等技术的突破和成熟，智能手表等设备融入健康类的应用，未

来有望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第三，TWS 智能耳机市场未来仍有望继续成长，歌尔有望占据显著

的市场份额，并通过规模效益和自动化、运营水平的提升，有望进

一步提升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 

第四，游戏主机等智能家居板块，未来有望成为营收和利润的重要

贡献点。 

第五，传统精密零组件板块仍在积极拓展新的品类，例如 Haptics、

Sip、VR/AR光学、Softgoods等品类。 

 

三、 Q&A 

1、 未来 VR市场规模的量级展望，未来 VR设备的售价趋势

变化以及公司未来在这一领域内的定位？ 

答：根据调研机构的数据，目前的 VR产品年出货量级在千万台

左右，未来有望保持快速成长，未来几年内可能达到数千万甚至更

大的市场规模。从价格来看，目前 VR设备还处于入门级阶段，产品

和体验还未达到最优，未来有机会出现多个不同级别的产品，提供

给消费者不同档次的体验。从未来成长机会来看，VR是高速成长的

产业，有望给供应链上各个企业带来很好的成长机会，歌尔也会积

极把握机会。 

2、 歌尔未来的市场份额和定位？ 

答：我们认为消费电子市场大有可为，VR/AR 板块方兴未艾，

智能耳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板块也有巨大发展空间。歌尔将

做好研发投入、市场资源、客户关系等方面的准备，推动各板块业

务的成长，支持公司的发展。 

3、 上半年的费用控制很好，未来的费用支出趋势如何？ 



答：公司加强了内部运营，财务、库存、营收等方面的管理工

作，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公司未来会继续贯彻这种工作思路，努力

推动公司各方面经营、财务指标的持续提升。 

4、 歌尔未来在 VR市场会达到多大的市场份额？ 

答：公司将立足于多年来的积累和现有的客户、技术、团队等

方面的优势，继续推动 VR业务的发展，力争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 

5、 智能手表未来的发展拐点何时到来？ 

答：近年来，健康概念在智能手表上的应用越来越多，心电、

血氧等监测功能不断出现，未来两三年内还可能有血糖、血压等监

控功能的突破。伴随着技术和应用层面的突破。产品盈利模式也可

能发生改变，不仅是硬件销售，还包括服务。未来的市场空间有较

大的潜力，歌尔在这一领域内也有较好的布局，会积极把握住机会，

把客户服务好。 

 

备查文件 无 

日期 2021年 8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