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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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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和地区

序号 姓名 公司名称

1
郑震湘、陈永亮、邵燕芳、

侯文佳、黄诗涛
国盛证券

2 庄自超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

3 张聪 北京永瑞投资

4 陈跃熊 道仁资产

5 夏侯莹莹 东方阿尔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王立立 东吴基金

7 袁茂斌 方正自营

8 王洪祥 沣京资本

9 刘诗远 复霈投资

10 李延峥 富荣基金

11 邓晓峰 高毅资产

12 贾伟 国融自营

13 冷文鹏 国信投资

14 何粮宇 海通证券

15 和坤资产 和坤资产

16 元湉伟
积善万嘉资产管理（大连）有限

公司

17 李强 建信

18 曹剑飞 金辇投资

19 祝泉 铭基博远

20 孙鲁闽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蔡嵩松 诺安基金

22 陈大烨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李曾卓卓 平安大华基金

24 胡毅发 前海联合

25 刘远程 前海人寿

26 邓跃辉 睿亿投资

27 陈佳琦 深圳金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 季语、陈俊 拾贝投资

29 汪显森 首创自营

30 黄浩 太平养老

31 孟 杰 泰达宏利

32 任智宇 天风资管

33 胡文静 天风自营

34 李文宾 万家基金

35
匡荣彪、崔秀红、崔秀红、

黄超
万联证券自营

36 杜 威 西部证券自营

37 徐荃子、杜中明、金炜 信诚人寿

38 王旭 兴银资本

39 倪春尧 易方达

40 胡纪元 长城财富资产

41 张磊 长盛基金

42 陈鹏辉 浙商基金

43 廖伟吉 正心谷

44 林皓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 李波 中欧基金

46 朱岩 中融汇信期货有限公司

47 臧怡 中意资产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0 年 4 月 28 日 9:00-10:00

地点 联创电子总部办公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曾吉勇（联席总裁）、罗顺根（副总裁、财务总监）、饶威（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饶威先生主持本次活动，与会人员采

用电话会议形式进行了沟通，具体内容如下：

一、联创电子 2019 年年报及 2020 年一季报情况

1、2019 年光学收入大幅上升

联创电子 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0.82 亿元，同比增长



26.65%；实现归母净利润 2.67 亿元，同比增长 8.81%。其中

光学产业收入同比上升 92%，触控显示产业收入同比上升

38%。研发投入 2.88 亿元，同比上升 47%，与核心客户联系

紧密，联合开发新产品。

2、2020 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有限

2020 年一季度虽然受疫情影响，但营业收入和扣非后的

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小。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9.75 亿元，同比

下降 6.69%；实现扣非净利润 1520 万元，同比下降 18.93%，

主要是疫情影响停产将近一个月，劳动效率下降。归母净利润

2415 万元，同比下降 40.40%，主要是因为政府补助确认延后。

公司拟入股韩国美法思，成为其第一大股东，整合国际芯

片、客户及产业资源。

公司光学镜头和模组现有产能已经全部满产，公司原定的

扩产计划不变。基于对未来 5G 发展的信心，公司拟通过定增

募集资金不超过 22 亿元，投入于高清手机镜头、车载镜头及

影像模组核心赛道。

二、光学产业近况

1、整体情况

一季度光学产业部分受疫情影响，3月同比影响 10%左右。

4 月手机镜头、影像模组满产。

本年手机镜头、模组产能将继续按计划扩充。公司对手机

领域有信心，会继续开发品牌客户。

2、车载领域

已有十多款车载镜头获得了国际知名汽车电子厂商

Valeo、Conti 等的认可，已量产出货，并持续开发新的客户。

车载影像模组之前供货较少，近期开始逐步起量。目标是形成

2400 万颗车载镜头，600 万颗影像模组生产能力。

3、安防领域



公司积极开发安防领域新客户。因在线会议系统需求提

升，安防领域受疫情影响不大，甚至有所提升。

三、问答环节

1、光学创新趋势、进展会不会受到疫情影响？

新的技术受影响不大，2 月份开始公司积极给客户提供研

发样品，公司自己也加速新的研发，疫情反而给了新的窗口。

2、车载领域导入期长，目前的订单是什么情况？

车载在 2015 年已经开始启动了，客户、产品认证大部分

已经结束了，2020 年至 2022 年是开始起量的阶段，客户对车

载镜头及影像模组的需求量大，因此公司决定扩产。

3、Mobileye EyeQ3 开始供应了吗？

今年在路测，路测结束后就会量产。EyeQ4 有一些已经开

始路测。

4、玻塑混合产品的进展？

玻塑混合是个大的概念。目前手机领域 1G6P、监控 1G5P、

潜望式 1G2P 均在进展中。

5、手机镜头的规划？

目前公司手机镜头以行业主力机型镜头为主，同时开发差

异化产品，包括高清广角、长焦、玻塑混合、超薄屏下指纹等。

6、手机镜头供需情况？

目前手机镜头及模组需求大于公司现有产能。

7、手机模组状况？



手机模组的销售带动公司大部分手机镜头的销售。从去年

7 月到现在一直供不应求，高清广角影像模组发展比较好，今

年 3 月份同比增长较多。光学赛道还是非常景气的。

8、一季度的收入情况？

光学同比持平，触控显示略有下降，主要是 ODM 这一块

的影响。

9、一季度存货增加的原因？

存货中大部分是原材料，其中三分之二是触控，三分之一

光学。考虑到疫情因素，触控玻璃、光学芯片多备了一些原材

料。

10、以产品形态来区分，触控产品主要是什么尺寸？

目前小尺寸居多。但今年洗衣机、冰箱等中大尺寸触控产

品也会慢慢起量。

11、美法思的入股是什么考虑？

公司入股美法思是基于整合国际上芯片和客户资源的考

虑。美法思是三星的供应商，一些产品处于国际前列。这个时

间美法思的入股价格也比较理想。

12、屏下指纹业务进展，有没有新的突破？

最大客户是三星，有几个新客户的案子在研发。国内客户

也已经在打样。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交流。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