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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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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盈基金 江正清

2 承珞资本 胡慎

3 德邦自营 雷涛

4 东方阿尔法基金 卢志奇、叶枭

5 复霈投资 韩守晖

6 工银瑞信基金 闫思倩

7 光大保德信 林晓枫

8 广州金控资产 黄勇

9 国联安基金 高诗

10 国寿养老 刘春江

11 华安基金 苏绪盛

12 华创权益投资部 王悦

13 华创研究所 岳阳、甘田

14 华创证券 耿琛

15 华商基金 郭磊

16 华夏久盈 单佩韦

17 华夏未来 张力琦

18 汇利资产 张运昌

19 交银施罗德 郭斐

20 进门财经 赵子华

21 宽远资产 陆忆天

22 诺德基金 孙小明

23 磐厚资本 胡建芳

24 平安资管 黄奔茹

25 浦银安盛 朱胜波



26 前海恒生基金 周磊

27 上银基金 程子旭

28 拾贝投资 陈俊

29 世诚投资 周捷

30 万和证券 赵维卿

31 万家基金 李文宾

32 雅策投资 王亿洲

33 翊安资产 张惠萍

34 长见投资 刘志敏

35 长盛基金 张磊

36 招商基金 孙恒业

37 中海基金 王泉涌

38 中欧基金 李波

39 中银基金 史彬

40 中银资管 白冰洋

41 中银自营 宁宁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时间 2020 年 5 月 11 日 9:30-11:30，16:00-17:00

地点 联创电子总部办公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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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情况

2019 年销售收入 60 亿，利润 2.67 亿，其中光学业务营收

增长 92.44%，触控显示营收增长 38.44%。研发费用上升 0.84

亿，达到 2.88 亿，三年累计研发费用达 6 亿以上，多项研发

成果及和核心客户的研发项目进一步加快进度和落地；财务费

用上升 8700 万。公司全年销售收入和经营性利润都创了历史

的新高，但是两项费用上升的比较多，影响了全年业绩。

2020Q1 的扣非后的净利润是同比下降 18.93%，这主要是因为

停产将近一个月劳动效率不高，有一些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



40%，主要是政府补贴确认的时间延后了。

2、多款产品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有多个新客户核心技术今年会导入。玻塑镜头的技术通过

大量的方案论证越来越成熟；安防车载和无人机的领域的增速

今年都比较快。

3、战略入股韩国芯片公司美法思，成为第一大股东

美法思是给三星提供触摸式芯片的韩国上市公司，公司可

进一步整合国际上芯片和产业链的客户资源。

4、扩产情况

1）目前镜头的产能 11kk，出货量也在 11k 左右，准备在

今年 7~8 月份扩产到 18kk，和原来计划不变；模组原来产能

是 6kk，打算在 6 月份扩产到 10kk，这个没有变化。同时公司

基于 5G 市场增量和目前客户订单的强烈信心启动了定增项

目，会全部投入到高像素光学镜头和车载镜头这个领域。

2）目前整个公司的手机镜头和手机模组，包括高清广角

镜头都是全部满产的状态。在 Q1 有一些影响，主要是因为劳

动效率和停产的原因。高清广角镜头今年受到国外疫情影响，

但是今年下半年有新客户和核心业务导入。

3）在监控领域，我们今年有一些突破。在车载方面，疫

情对车载进口的影响是暂时的，今年车载镜头销售收入较去年

会有较好增长。Q1 季度高清广角镜头的影响会稍微大一些。

4）Q2 的情况，我们 5、6 月份的订单基本上比较饱和，7、

8 月份订单要在 5 月底才会有比较清晰的情况。今年光学全年

销售收入目标跟原来的计划没有太大的变化。

二、问答环节

1、和客户合作的项目都是玻塑混合镜头吗？是否有纯塑

料的？

各种方案都有。



2、公司以后在 1G5P 或者片数比较多的方案上的进展？

公司的核心技术模造玻璃技术和其他公司的技术路径不

太一样，就是用模具去制造玻璃，而我们在模具玻璃上有全球

第二大产能，虽然在产能、成本和良率上都有一定优势，现在

公司最大的问题仍是产能不够，产能不够大客户就很难在主力

机型上下很大的决心，玻塑镜头技术日益成熟，从 3D 结构光

开始就是 1G2P 的，后来在主摄中有 1G6P 的，在潜望镜头和

长焦镜头中公司给客户提供了多种的方案。包括其他型号的产

品，现在客户也在做一些测试，但最后会定哪种方案，公司现

在还没得到完整的信息。

3、收购美法思的考虑和战略规划？

1）三星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原来在主摄方面一

直有直接和间接供货。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提供屏下指纹镜

头，所以大家合作的一直都比较通畅。

2）美法思作为三星触摸式芯片比较大的供应商，入股美

法思后我们也进入了芯片这个领域，同时美法思的技术力量在

中国投入了无线充电芯片领域，对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和核

心大客户资源的整合都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而公司在集成电

路芯片和触摸式芯片上都有一些比较大的对外投资，这也是公

司的一个布局策略。另外韩国在这方面的技术力量和客户资源

都比较有优势，这对我们在消费电子市场或者 5G 市场上的开

拓都有比较重大的意义。

4、今年的增量和光学收入预期主要来自哪里？

光学预测方面，高清广角镜头和影像模组、手机镜头和手

机影像模组都会有希望增长。

车载和监控领域也会有增加，手机镜头和手机影像模组的

增量是因为产能有很大的扩充。今年完全是一个扩产的周期和

计划。



5、一些模组和镜头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有希望能够导

入到大客户的产品当中吗？

对，我们有一些新技术已经进入到了演示版阶段，但因为

保密协议没有办法把型号和具体的产品配置跟大家交流。

6、今年下半年 TOF 里面用到的一些玻塑混合公司是否有

望参与？

因为光学的技术革新特别快，例如 2018 年人脸识别镜头

上的主力机型应用，包括 A 客户用的都是 3D 结构光的人脸识

别，2019 年国内机型大部分都改成了 TOF 镜头，而 A 还在使

用结构光镜头，2020 年光学领域的技术革新也会比较迅速，

会有推出一些比较新的技术，我们也在配合大客户在做这方面

的尝试和研发。

7、目前车载方面对订单的影响？

由于疫情原因，略微不及原来的预期，但是整体增速还是

挺高的。

8、消费电子今年或者明年的订单情况？

消费电子整个的情况所有厂家应该都不会看太远，整个疫

情全年的影响没办法有太大的判断，要在 5 月到 6 月底才会对

Q3 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判断。

9、消费电子 Q2 的订单表现会比 Q1 好很多吗？Q3 目前

情况如何？

Q2 相比 Q1 整体肯定会有上升，因为 Q1 停产近 1 个月，

劳动效率也偏低，但到了 4、5 月份我们已经处于完全满产的

一个状态，所以肯定会比 Q1 好。

因为模组包括镜头订单下的时间都是比较靠近生产时间，



所以我们要在 5月底或者是在 6月初拿到 7~8月份的订单的情

况。光学这方面整体情况还不错。

10、是否存在 4、5 月份手机厂主要卖库存、拉货动能就

少一些的情况？

第一，消费电子手机镜头领域的最主要客户是华勤和闻

泰，公司没有太大的影响，其他公司的客户我们不会太清楚。

第二，高清广角镜头的订单在 4 月份有一些下降， 5 月

份有提升，在 6 月份订单也有提升。因为 gopro 这一块全年销

售一直都比较稳定，这么多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三，在车载领域，因为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门槛比较高、

生命周期比较长的 ADAS 领域，通过 Mobileye 认证后我们全

年车载订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增涨。因为我们从 2017 年开始

就有多款镜头陆续通过了 Mobileye 和英伟达的认证，这个采

购和路测的周期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到现在已经到了增长期，所以这方面的订单增长速度还是比

较高的。

11、今年公司的费用预测？

我们今年的整个主题是调整和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我们今

年也进行了一些股权融资和可转债，下半年的定增也是在调整

整个资产负债的结构，财务费用是广大投资人重要的关注点，

我们今年整个公司都在围绕扩产和股权融资方面开展优化工

作。

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交流。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5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