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41                                  证券简称：歌尔股份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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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运阳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许雅婷 PAG 太平洋投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

盟集团）、Nicholas Low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Fisher Xi Lazard Asset Management、张悬  高盛、Helen Yang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贝莱德资产管

理北亚有限公司、王浩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蒙 西部利

得基金管理公司、王冠华# 深圳旦恩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牧

忱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亦晴 第一北京投資有限

公司、王海宇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舒宇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任燕婷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泽林 嘉实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王琪 民生证券、Francis Ying LMR Partners Limited、

朱冰兵 上海朴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崔晓巍 瀚卿鸿儒（杭州）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贺东伟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邢

程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杨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

源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兰宏阳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胜敏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涛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仇海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殷成钢 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证券资产管理分公司、徐立人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黄岑安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何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Tony Sun 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徐博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米茂硕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何欢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杜纯文 深圳前海旭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孙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吴雨哲 北京源

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向东 深圳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庄凯

源 深圳私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喻银军 广发发展研究中

心、陈之璩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Derek Zhang 风和基金、

李峥嵘 上海雷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攀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冯轶舟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毛运宏 富荣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张欣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蓝益翔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王秀平 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姜通晓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孙楠 华安财保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刘平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战宇 新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朋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张珣 盈

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苏展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申珅 南

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宇 上海丹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

伙）、马姣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政科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

有限公司、陈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臣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刘志敏  上海长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钱诗翔 长江养老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星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鹏 安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Marco Lam Exoduspoint、吴彤 招商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朱璘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韦明亮 深圳望正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陈杉 深圳前海旭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冯弢 大连

道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曹苍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马子轩 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喆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杨琪 上海翙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凌炜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周武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周楷宁 天弘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郑爱刚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超 汇添

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卢丝雨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桑永亮 华

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商小虎 上海禧弘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丁凡伦 深圳民森投资有限公司、钟明 睿远基金、陈付佳 天治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源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Hanlin ZHOU

 CLSA、彭柏文 惠升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龙 华宝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王奇玮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正南 禾永投资管

理（北京）有限公司、祈善斌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勇 循

远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钱文礼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

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彭炜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

紫光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浩基 佛山市东盈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王友红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胜 长江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尤超 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张雷 鹏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冯杰波 上海域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梁悦芹 深圳市兴

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dward Chan Mirae Asset、葛立法 上海磐耀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晓丹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马继愈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石坚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徐赛 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郝彪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夏林锋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胥舜涛 鸿商资本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唐萤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周建胜 诺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蒋娜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灵毓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张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顺序 深圳市惠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翟云龙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品科 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航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鸿羽 上

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彤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孙豪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sunhuidong 国 融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楠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汤礼辉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万力实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惠军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崔健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江一帆 万

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美玲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明斯 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范庭芳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鹏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玮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劳开骏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黄皓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锦泉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晓媛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谢振东 远

信（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文龙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解睿 深圳前海汇杰达理资本有限公司、佟巍 华夏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丁劲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刘喜 上海久期投资

有限公司、王亥莹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玮 中海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孙金成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Hu Yujing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邢毅哲 湘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王凤娟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孙宁 上海混

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傅一特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启航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锟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林晓枫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东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周宜

凯 广东钜米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郑瀚 前海开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Doris Wang 王思涵 Manulife 宏利(香港)管理有限

公司、朱长杨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钟贇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符昌铨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瑨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梁忻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吴海峰 金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李国盛 深圳前海一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惠博闻 上海

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丛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刘怡君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Gilbert wong Value Partners 

Limited、马天翼 东方证券、衣桢永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何宇涵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章宏帆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刘泳 广东谢诺辰阳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邱博文 上海

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郭雅绮 横琴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朱贺

凯 北京致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琨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可心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祖睿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翔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金德运 逸桦(香港)有限公司（金华

阳）、冯都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启腾 北京市星石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彭晴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周志敏 创金

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晓冬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强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何肖颉 工银瑞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竹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阳 弘毅远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博闻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翔 上

海原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华良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徐斌毅 朱雀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济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许

廷全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旭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管华雨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航 国金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Jack Chen 大华证券、岳阳 华创证券、刘元浩 交银施罗

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毕成 光大保

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丁鑫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笪菲 上

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彦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郭宝运 华

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刘强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贾鹏 银

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许耀文 北京诺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

平 三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Tracy Cui CLSA 、 李 宇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韩阅川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绮恩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沈佳 长

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旭东 华泰证券、姚德昌# 上海昶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田发祥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嘉雯 深圳

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旭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聂金雄 三

和创赢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赵万隆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东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傅晓阳 深圳前海精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郭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葛俊杰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丁冯佳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肖威兵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程剑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侯世霞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汪凯 上海涌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郇正林 广发发展研究

中心、孔帆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方圆基金管理(香港)、魏大千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李梓澎 国

信证券、Chrissy Jiang UBS、张旭东 上海混沌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陈晓晨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杜凡 寻常（上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汪显森 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彭陈晨 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Samantha Chen 摩根士丹利、刘平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郑春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边悠 明亚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薛翔 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杨煜诚 淳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徐凯迪 友莹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洋 中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刘宣求 深圳市承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马步川 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王帅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磊 工

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宝强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强 海

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波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蕾 深圳

市复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蒋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志来 上海勤辰、高远 华创证券、王志欣 汇丰银行、刘旭 上海

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钱一硕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蔡

少东 长江证券、张胡学 东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中 交银施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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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闽

琦 浙江纳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hen Huang Marco 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金焰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李乾 敦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王青晨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廖伟吉 上

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志磊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陀旋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嘉浩 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李澄宁 中金公司、Yong Wang Dymon Asia Capital、归凯 嘉实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程鑫 招商证券、王凯波 上海壹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马新凯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龚鑫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孙徐康弘 Ocean Arete Limited、邹臣 海南拓璞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朱义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川 新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苏诗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曲南 国

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薛梦馨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景 上

海津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邓有为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江耀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叶元琪 西藏中睿合银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士聪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Fiona Liu 麦

格理、Lily Chou 摩根士丹利、吕业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蔡

成吉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新和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谢涵韬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天元 广

州黑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Robert Cheng 美银证券、

金炜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李明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王浏祯 陕西抱朴容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俞佳 UBS、徐

孙昱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丰侨  Prudence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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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杨小林 广发证券、曾庆晨 红华资本

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杨广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Tina Xu

 Torq Capital Management、肖凯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谢龙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樊志远 国金

证券、鄢凡 招商证券、刘鹏翔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郑亮 杭银

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徐志强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张淞 Value Partners Limited、Calvin Wong Luxence 

CapitalXuanyang Sheng Excel Investment (HK) 卓汇投资(香港)有限

公司、Sharon Shih 摩根士丹利、卜忠林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楼莉莎 上海万晟实业有限公司、江琪煜 鸿商资本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曹勇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叶浩 WT、李思远 海

南泽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林珈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滕

春晓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彭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Arthur Lai 花旗银行、Jodie Huang T Rowe PriceMarcus Li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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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alice chen Schroder、任宇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周鹏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佳骏 上海东方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梁浩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许兴军 广发

发展研究中心、容志能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柳青 中信保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聪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王杭 西部利得



 

基金管理公司、Ardea Wang Canada Pension Plan Investment Board、

Karen Huang 花旗银行、Benny Lo Hel Ved Capital Management、

颜维君 野村证券、洪明华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斌博 浙江浙

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新亮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马

越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

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宋昌来 珠海横琴万方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师正浩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卢婷 大家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王云翥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Sam Li 李哲

人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

理公司、李丹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岐小军 深圳前海旭鑫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黄礼悦 华泰证券、伍智勇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Claudia Liu 招银国际、李亚鑫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周俊恺 鲍尔赛嘉（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荟慧 深

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Jing Luo Value Partners Limited、Yong Wang

 Dymon Asia Capital、Virginia Yiu Rockhampton、Kylie Huang

 大华证券、申路伟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刘元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叶秀贤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马红丽 圆

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叶 摩根大通、Yu Chen Jun Value 

Partners Limited、王亦琛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余江 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佳勋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钱炳 上海景

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晓辉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俊森 红

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纯子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Henry 

Wang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

年管理公司、Cherry Ma 麦格理、Kyna Wong 瑞信、罗擎 西藏东

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桑梓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朱丹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戴佳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马永正 青岛洪运瑞恒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潘亚军

 深圳市君茂投资有限公司、杜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李佳

伶 野村证券、李梦莹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剑 国信证



 

券、兰云 领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嘉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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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 华安财保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楠 上海沣杨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张政泽 上海正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崟 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Tianbo Yu 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千禧年管理公司、杨阳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崔

澎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冯家桢 碧云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左奕韦 厦门普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子霄 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周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Kayla Cai 

UBS、张阳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Devin Hou 上 海 探 颐 、

Katherine Zhu 美银证券、唐颐恒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彭雾 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胡亚男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宋谦 合

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柴鹭鸿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秀奇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Darrell Zheng 魁北克投资局、高晧欣 

富邦投信、周宗舟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谈必成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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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楠 中信证券、冯东东 上海朴石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郑筱薇 宁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周博北 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Joe Qin POINT72 ASSOCIATES, LLC、张传杰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哲桐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孙梦祎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牟方晓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范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闫阳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徐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邵宽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高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郑宇（RobinChen）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史霄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李沐曦 中邮、李博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蒲东君 北京

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忆天 上海宽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

宇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倪春尧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Gab Ke 路博迈、Kevin Zhang 美银证券、郑天涛 PAG

太平洋投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盟集团）、王瑶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陆迪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Steven Teng 滕书

文 China Alpha 中国守正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申宗航 天弘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魏浩田 海南宽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婷 方

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余高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王洁如 深圳睿泉毅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候吉冉 兴合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肖意生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坤 上

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涛 深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陆阳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梅迎娅 瀚卿鸿儒（杭州）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金晓鸣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茹 上海新方程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叶浩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朱昆鹏 上海朴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文祥 上海聚鸣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许娟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佳 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景宗阳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浩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林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何增华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晨淯 瑞信、封鸥航 海南泽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锋 华福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龚耀民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石泰华 大家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罗悦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旷斌 深

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Sharon Tsoi TT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Limited、Salinas Zhang Baring Asset Management (Asia) Limited 霸

菱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董威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斌 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刘东勃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振 上海

宏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普通合伙）、Yvonne Liu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郭纪亭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进

 生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Sophia Ta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Jacob Li POINT72 

ASSOCIATES, LLC、Steve Wong 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 贝莱德资产管理北亚有限公司、robert yen JPM、

汤明泽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余高 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陈晓生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郎力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王亮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Feng Chen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陈焕龙

 RWC、赵一路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邹国英 上

海朴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裘潇磊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陈鸿 三亚鸿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黎来论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黄健 誉辉资本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高博远

 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贺宁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振 中

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Derrick Liu Dymon Asia Capital、罗世锋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雨哲 北京源乐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何方 汇丰银行、张峥青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文文 平安

资本有限责任公司、Michelle LI Lazard Asset Management、冯波 易

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佳 弘毅远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丙延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飞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凌晨 上

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孟舒豪 上海利幄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胡博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思 安信证券、李延峥 富

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Derick Leung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沙

小川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岩松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古嘉元 富敦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李玉刚 中泰证

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冯文光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姚丹丹 Yuxuan Wang UBS、何承训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吴文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mily Zheng POINT72 

ASSOCIATES, LLC、朱伟琪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帅 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殷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Alex Chang 

UBS 、AssetDaniel ZHOU Mirae Asset、赵阳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杨履韬 SMAM 三井住友投资管理 (香港 )有限公



 

司、曹诗扬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金盛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方辰左 Fullgoal Asset Management (HK) 

Limited、吕航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琴铭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

公司、杨毅 博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Liu Fei Fei Goldstream 

Capital Management、jeff kwong BNP、Thompson Wu UBS、林静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杨帅 国都基金、徐小勇 长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陈卓苗 远信（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时佳鑫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雷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杨飞 鹏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段永强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Shi 

Lin Brilliance Capital Management Ltd 才华资本、刘天君 上海潼骁

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江舟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晖 南

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锴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鲁悦 Olivia Lu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

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余文耀 Fuh Hwa SITE Asset Management、

郭斐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罗添奇 PINPOINT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廖欣宇 Value Partners Limited、杨一飞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炜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淑

娴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习峰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憶瑶 珠海横琴万方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振威 九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汤慧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吴振华 中信保

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毅梁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烨程 上

海逐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施敏佳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车向前 深圳市智诚海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章礼英 江苏瑞

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潇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陆莎

莎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何卉 青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

平 横琴淳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陈松泉 西藏源乘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吴荻 恒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宇滨 上海同犇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刘瑞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王苏欣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叶笑坤 西藏中睿合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吴迪凡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吴思源 前 海

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子豪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张伟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培炎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万淑珊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学涛 华泰柏瑞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党开宇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张斯莹  泰康

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志良 北京逸原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陆

晓锋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卢扬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吴昊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Mark 

Li 花旗银行、钱堃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雪雨 国投瑞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黄爽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车驰 汇华理财有限

公司、韩阅川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袁哲航 中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王羽展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Ning Ding

 Expecta Capital、钟琳 国盛证券、杨焱予  国开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金朝振 北京乐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胡继中 上海盛宇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龙金 Eric Li Vontobel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孙小明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赵炯 恒越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竺宗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君 广

发发展研究中心、姚毓林 碧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杜沛 国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Chun Yai Wang Aspex Management (HK)、肖建中 上

海恬昱投资有限公司、倪明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梦笔 上

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丹丹 深圳市智诚海威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李佳星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卢丽阳 上海海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张福基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王卓尔 上

海南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旭 上海理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汤其

勇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毕仲圆 Evan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王晓岩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奇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韩林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靳树芳 南京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邹欣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向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张谊然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若雨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夏明月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季语 海宁拾贝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付饶 上海潼骁投资发展中心（有限

合伙）、王亮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洪达伟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张钧 上海晟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雪峰 循远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孙少锋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林开盛 太平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徐杰超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陆杨 鑫元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梁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飞达 万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漆冠男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彬 安信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悦 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陈伟 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Debbie Lam AIA Investment Management 

HK Limited、任晏兵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俊 海宁

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徐慢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shley Chung Schroders 代振华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帅 大

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兰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罗鹏巍 深

圳丰岭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魏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Kevin 

Yang UG Investment Advisers Ltd、陶胤至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温震宇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AmyGeng Optimas 

Capital Limited、郑宇评  高盛、安永平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肖

立强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阮泽杰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詹林钰 上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浩 南方基

金（国际部）、杨柠宇 领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龙江伟  海 南

翎展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邱海威 上海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陶静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杨海达 长城财富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曹晋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亚辉 上

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彦仁 上海贤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韩杨 首创证券、刘宏 富敦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郭

新宇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范峰华 中路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张群 青岛羽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凯睿 鹏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诗余 西安关天量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帆 国



 

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绪凯 红塔红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

玮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樊鑫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张博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耀波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张燕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富盛 富国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白培根 国泰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黄伟 诺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梁旸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凌芳 广发发展研究中

心、刘炫成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元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杨亦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李杰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吴邦栋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崔梦阳 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郑英亮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永红 深圳聚沣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Eric Zong Anatole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 

晨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炜 海南煜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

彦钧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丁鑫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孙淼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田江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奇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劲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赵文龙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叶力舟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余方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田超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高观朋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耀锋 汇添富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俞夏雨奇 上海海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金宇 深

圳市杉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何琦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

淑姬 野村资管、肖晋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吴安平 广州荣卓

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熠夫 上海深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郭晓慧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鸿运 仁桥（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刘竞远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Amy Zhang Excel 

Investment (HK) 卓汇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黄乐平 华泰证券、董春

峰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钱博文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林军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文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李宜泽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唐霄鹏 深圳市红筹投资

有限公司、邓恩奇 PAG 太平洋投資策略有限公司 (太盟集团）、刘



 

政科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Erica Wang Yuanta Polaris 

元大宝来投信、郑金镇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海啸 永赢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徐岩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魏刚 农

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咏梅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

潇扬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Jack Lee Schroders、雍岳 海

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章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杨琪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范亮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simon pinpoint、申路伟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郭骁勇 太

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谢振东 远信（珠海）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聂世林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Watson Lau POINT72 

ASSOCIATES, LLC、王浩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金辉 中欧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何宇涵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磐 青榕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申路伟 北京神农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杨维

舟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李沐曦 中邮、张亮 上海沣杨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邓锐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赵枫 睿远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王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刘平 华夏、王瑶 中

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贺武正 红华资本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卢扬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Jimmy Yu UBS、姜媌媌 安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伍文杰 逸桦(香港)有限公司（金华阳）、满臻 长

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曾尚 西藏源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何立

中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徐萌 狮城产业投资、边悠 明亚基金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李涛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Kevin Lin  富 邦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章锋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吴海峰 金

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苏欣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沈超文 广

发发展研究中心、胡宇飞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缪东航 摩根士

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潘亘扬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孙伟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茹鸣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王箫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曾捷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宋宾煌 格林基金、Elsa Cheng Samsu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Vivian Wang Fidelity Investments International、闫

阳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吕方圆 广发发展研究中心、季语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操礼艳 Value Partners 

Limited、VivianMZWang First Fidelity Capi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朱继元 野村投信、赵炜 北京久阳润泉资本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Tony Zhang CLSA、冯都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惠军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严斯鸿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陈平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恒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薛梦馨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园园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梁世阳 上海聚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Jing SHI 瑞士百达资

产、顾晓彦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怿炜-Tracy 美国友邦保险

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徐志强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章锋 华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宏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恬

 招商证券、钟明 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怡君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Roger Lin POINT72 ASSOCIATES, LLC、Jason Wang 

新华资本、余彤 海南宽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帆 华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Louisa Lo Schroders、Anthony Huang MizuhoYu Chen 

Jun Value Partners Limited、Hailey XU Causeway Capital、田星星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元海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欣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魏崴 Dantai caipital Limited、余李

平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怡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马力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Kevin You-Allianz 安联投资、

贺业林 兴华基金、Jacob Li POINT72 ASSOCIATES, LLC、Rom Gao

 York Capital、何肖颉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纯子 华

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陈济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王丽媛 广发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周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杰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Sue Xu AP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荷兰汇盈投资

亚洲有限公司、陈郑宇（RobinChen）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邱博文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许敏敏-Nancy 美

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吴若宗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文龙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翟云龙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陈显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时间 2022年 4 月 27 日 10: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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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秘书兼副总裁贾军安先生、财务总监李永志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徐

大朋先生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贾军安先生介绍公司 2021 年全年及 2022

年第一季度业绩情况 

公司 2021年营业收入及扣非后净利润都有 30%以上的增长、归

母净利润有 50%以上的增长，归母与扣非后净利润的差距主要体现

在高平电子的投资收益上。2021年，公司收入、利润、资产负债率、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ROE、ROA、运营周期等各项指标都在向好。 

2021年，公司的资本投入较大，但投资比例健康，以设备投资

为主。设备投资是基于项目情况，是规模成长所必需的，且整体投

资回收较快。从收入结构上来看，外销比例约占 90%，整机成品占

比 80%以上，零组件收入绝对额上升，占比下降。毛利率是因为收

入结构变化和新项目上量影响而小幅下降，但公司期间费用率控制

较好，净利率有所提升。 

2022年第一季度，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了疫情的一定影响，但

并不突出，营收和扣非后净利润有较大提升。归母净利润下降主要

受到 2021年第一季度高平电子投资收益的影响，一季度扣非后净利

润有 46%增长，二季度预期也非常好。从营收结构看，一季度智能

硬件同比增长 125%，其中 VR 和游戏主机业务增速非常快，精密零

组件和声学整机基本持平。TWS 业务也保持增长。存货方面也控制

较好。研发投入从 7 亿增加到超 11 亿，占销售额比重回到约 6%。



 

Capex 一季度同比扩张，主要是设备投入，资本化率比较低。一季

度经营性现金流接近 70%增长。 

副董事长兼总裁姜龙先生介绍公司运营情况 

公司大部分业务来自于海外，总体疫情对公司影响并不突出。

总体来说，公司积极应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对未来增长和战略落

地充满信心。 

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4+4+N”战略，过去历史也印证了“零

整协同”的突出效果。TWS业务和 VR业务形成接力，我们认为 VR/AR

业务是后手机时代最重要的增长点。 

做零部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下游，做下游的根本目的是支持上

游，公司会从整个价值链寻找为客户和自身创造价值的机会。零组

件上来看，声学和微电子两个板块已经在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光

学产品公司已布局多年，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是将来公司零组件

业务的重要组成板块。 

核心大客户资源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会深耕每个大客户

的每个产品线，通过制造研发能力参与到客户的产品定义、制造和

工艺技术。 

公司也会持续做精细运营，现金流、库存管理持续改善，工厂

数字化水平越来越高，深耕 IT流程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公司职能平

台继续精简，资源投到研发、BG和市场，管理基本面有支撑度。 

公司不会单靠整机组装挣得利润，会成为在全供应链条都能创

造价值的公司。 

公司目前在全球 VR制造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份额，未来进一步重

点发展光学；在 AR 领域内的布局也非常深厚。期望到 2025 年，公

司能够在 VR/AR全产业链都成为有竞争力的公司，成为行业领导者，

为股东带来回报。 



 

Q&A 

1、 今年以来宏/微观环境更加复杂，但公司一季度业绩和

二季度指引非常强劲，能否分享一下强劲的业绩成长后的主要驱动

力在哪里？ 

答：主要来自于 VR 的高速成长。当前的 VR 产品非常受欢迎，

在 VR快速增长的同时，TWS智能耳机、游戏机业务都在正常推进，

看到了有益的增长。 

2、 VR/AR 下半年新品陆续推出，对于这些产品如何展望？

公司对于未来几年 VR/AR的成长性如何判断？ 

答：去年产品的硬件设计和内容整合方面还有改善的空间，下

半年甚至明年，多个新品和新技术的推出会进一步解决用户的痛点，

很多不限于游戏的内容也都在陆续推出。文旅、教育、地产、直播、

娱乐都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结合硬件升级会进一步促进 VR的应用。

现在做 VR，未来做 AR，是很多科技大厂高度统一的认知，大家都非

常有决心。 

3、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VR/AR 硬件端会有哪些提升，内

容端高粘性的场景还有哪些？ 

答：控制 VR的方式上，现在主要用手柄，未来可能通过肌电、

眼球控制；VR到 AR的过渡，比如 see through 的 XR产品的推出；

内窥摄像头实现眼球与表情追踪，与虚拟人物更多的互动，提升在

虚拟世界的真实感。各类新技术会让 VR应用变得更不一样。 

4、VR 目前主要的销售市场还是在海外，公司对国内市场的发

展趋势如何评估？ 

答：国内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手游市场，VR通过某些有效的配套

方式和内容应用，可以逐渐与用户建立粘性，公司对国内 VR市场非

常有信心。 



 

5、VR增长趋势很好，但竞争壁垒和竞争力如何确保？ 

答：一是技术积累，跟客户配合的技术积累，要能够跟客户进

行有效沟通。电路、算法、屏、光学、技术软件、材料等相当多的

技术积累才能跟客户形成对话，没有大量生产和开发积累的企业是

不具备能力的。 

二是制造工艺，制造技术、大规模量产、高良率、低成本是客

户想要的，需要经历大量的制造过程去积累。公司各项产线和测试

线都有大量的 IP，与客户有很强的粘性。 

三是垂直整合，只做整机组装没有太大意义，需要垂直整合光

学、SIP、马达、声学等。尤其是光学，因为光学透镜加上显示模组

必须一起组装成 OMI 模组，然后进入成品的组装，不具备这个能力

很难真正给客户和自己创造价值，上游整合的能力是非常高的门槛，

也是公司最看重的。 

四是长期合作，公司一代又一代产品高质量交付，与客户建立

了信任，保障公司有机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优势地位。 

6、声学整机和游戏机能否做一下展望？ 

答：我们认为 TWS 市场尚有增长空间，公司客户善于调整、推

陈出新，市场总量在上升，未来还会更新换代。游戏机产品去年正

式进入量产，订单饱满，产能利用充分，游戏机业务的周期较长，

稳定性高。 

7、疫情是否影响供应链，客户排产是否有调整？ 

答：芯片影响比去年缓和，公司有多点制造布局，在多地布局

不同产品的产能，在越南也为客户做了产能的准备，来应对疫情的

影响。 

8、一季度毛利率改善的原因？未来如何展望？ 

答：去年四季度中，除了整机业务比重越来越高之外，部分 TWS



 

耳机新品爬坡过程对毛利率也有所影响。未来整机业务占比会越来

越高，毛利率提升是公司的长期任务，必须做好垂直整合，做好价

值链。 

在汇率方面，因为和主要客户也有相关的协议，会跟随汇率进

行对应的价格调整，短期内的贬值对公司业务是有利的，汇率变动

对公司长期影响是可控的。 

 

备查文件 无 

日期 2022年 4 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