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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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财通基金：毕雪；中保投资：方斌、刘嘉、贾京京；中信产投；邹

天龙；湖南湘投：李渲；朱雀基金：张劲骐；国鑫投资：张海、

汤泓、周碧怡；中盈投资：廖飞宇、何方舟；硅谷天堂：卢婧文；

汇添富基金：李灵毓；湖南财信：汤佩徽、伟韬；平安资本：王

勃；华盖资本：侯玥；九泰基金：谭邵杰、方向、刘在浩；福信金

控：连瀚曦、罗鸿伟；华商基金：邱凯；万里石：邹鹏；华美国

际：刘汝斌；中原证券：朱宇澍；山西证券：谢凯、郭仁杰；财

达证券：廖新国；首创证券：孙少艾；四川璞信：刘婷、张胜利、

罗思琦；厦航资产：林开周；毅达资本：范小兵、李翔宇；翼虎

投资：王顺序；中泰资本：韩天宇、杨家恺；湖南高新纵横：屈

萍

时间
13:30-18:10

地点 星沙园区工厂、长沙二园、公司总部大楼展厅及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群飞；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郑俊龙；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钟臻卓；副总经理兼集团生产运营总经理：

饶桥兵；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曙光；监事兼商务部副总经

理：唐军；证券事务代表：周天舒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一、星沙园区工厂、长沙二园、总部大楼展厅参观

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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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群飞做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起源于 1993年的恒生玻璃表面厂，2003年深圳市蓝思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成立蓝思科技（湖南）有限公司，并

于 2011年完成股改。2015年公司成功登陆深交所创业板进入资本

市场。公司总部落户湖南浏阳，经过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设有蓝

思浏阳、蓝思星沙、蓝思榔梨、长沙二园、蓝思湘潭、蓝思昆山、蓝

思醴陵、蓝思东莞、蓝思越南、蓝思精密、蓝思智能、蓝思智控、蓝

思新材及蓝思国瓷等 14个研发生产基地。

公司是全球消费电子智能终端视窗与外观防护功能部件，以

及高端智能汽车行业的领航企业，市场地位、市场占有率全球领

先，并且拥有众多行业首创：全球第一家将 CNC 技术应用于视

窗防护玻璃行业的企业；第一个成功地将黄光工艺导入到 3D玻

璃前盖的制造，从而使四曲面 3D手机得以成功面市；将特种玻

璃、精密陶瓷和蓝宝石导入高端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消费

电子产品领域的引路者；最先使用玻璃孔位抛光与截面抛光技

术，解决了微裂纹造成的易破碎难题；最早开发了渐变色产品工

艺从而助推了手机行业多彩化的发展方向；率先突破白色油墨丝

印技术，率先突破 4头联动高效、高精移印技术；独创的高附着

力超薄油墨成为行业通用油墨；发明的防指纹镀膜技术在业内得

到全面应用。

凭借稳定宏大的产能规模、领先的工艺技术和强大的研发与

投产能力、先进的自动化智能生产线、深厚的行业资源、优质的品

牌口碑、充裕自由的现金流，以及科学高效的企业管理与先进企

业文化平台等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公司在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

设备(智能手表、手环、耳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体式电

脑、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家电等领域中高端产品的玻璃、蓝宝石、陶

瓷、金属、触控、模组、生物识别等外观结构及功能组件的生产、配

套、整合及组装业务领域，已与苹果、三星、华为、OPPO、vivo、小

米、特斯拉、亚马逊等全球各大消费电子与汽车电子品牌客户建立

起长期、稳定、全面、深厚的的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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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年以来，凭借长期在国内手机视窗与防护玻璃领域

积累的深厚技术、经验以及行业口碑，公司与全球各大手机终端

品牌客户建立了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首次将玻璃成功应用到了

全球各大主流手机终端上，开启了特种玻璃新材料替代有机玻璃

在全球消费电子产品视窗防护屏的发展浪潮，蓝思科技制定的技

术、工艺、性能、品质等一系列标准成为了行业公认标准，奠定了

蓝思科技在行业内的领航地位。在消费电子行业近十多年快速发

展过程中，公司始终与全球各大品牌客户深度合作，在新材料、

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等方面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潮流，核心竞争

力不断巩固提升。公司的主要核心竞争力有：1、丰富的全球优质

客户资源把握行业前瞻布局；2、领先的科技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

为客户创造价值（截至 2020年 6月末，公司研发技术人员达到

11,708 人，已获得专利授权 1,641件，其中发明专利 164件，实

用新型专利 1,374件，外观设计专利 103件，涵盖加工工艺、产品

检测、设备开发、新型材料等多个领域）；3、稳定的团队与科学高

效的精益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4、产业链多领域核心组件驱动垂

直整合战略；5、领先的智能制造及自动化水平提升快速打样及量

产能力。

    （二）副总经理兼集团生产运营总经理饶桥兵做公司运营情况

介绍

1、运营模式

公司核心团队拥有多年丰富的行业经验，利用深厚的行业积

累、科学的管理方法、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不断推进管理创新，提高

精益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2019年公司全面推行由集团管理下的

工厂责任制，授予厂长更大的经营管理决策权，从业务、工程研

发、品质、生产、供应链等维度上贯通连接，并且基于公平公正的

原则，根据各工厂生产运营节约金额按规则分配激励奖金，充分

调动团队工作活力和团体管理能力，达到公司与工厂共赢，最终

实现年度经营周期的可持续发展。自推出以来，公司生产效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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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良率均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人才是技术进步和企业发展的基石，尤其是具备公司所需技

术的特殊人才。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与扩大，对人才的需求也相

应增加。为此，公司建立健全了一套专门的人才培养基地新型模

式，分工序、点对点、一体化人才培养，参训学员结业即是熟手，

即能保障原有厂房的技术团队稳定性，又能快速满足新增厂房的

技术人才需求，充分保障了公司快速发展所需的人才资源。

在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同时，公司也在持续推进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不断优化用工需求、降低人力成本，提升

公司盈利水平。2010年，公司大力研究及推动整体生产自动化战

略；2014年，公司开始大规模自研、自产和导入智能化、自动化

生产设备；2016年，公司自主研发生产工业机器人和高端智能制

造装备，技术与规模全球领先。目前，公司已拥有一支超千人的

智能制造设计与生产团队，将生产制造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步入 5G 商用“新基建”

背景下的“互联网+智能制造”新时代，在热弯、精雕、印刷(丝

印、移印)、AOI检测等多项关键重要制造工序的智能化改造取得

很大进步，数据自动化采集和控制水平大幅提高，用工和整体制

造成本不断优化，公司在智能制造方面已达到消费电子产品制造

业的全球领先水平。公司将在已有的自动化生产线及已搭建完成

的“蓝思云”大数据平台基础上，持续向各个工厂全面导入自研

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优化现有生产线，继续推进其他工序的智能

升级与研发，不断提高公司的智能制造水平、生产效率和良率，

扩大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2、研发及技术

公司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潮流为宗旨，坚持“四新”研发战

略（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产品），以创新为发展驱动力，

将新技术应用升级到更多产品上，增加产品附加值，不断为终端

用户提供更佳的使用体验。持续加大自产设备的创新力度，降低

设备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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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已与各主要大客户共同组建了研发创新中心或实验

室，积极配合客户为 5G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式设备、各类电脑

终端、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医疗设备等相关新产品开展前瞻性的

技术研发和布局，积极开拓新领域、新客户，推广公司的新产品

与新技术，为抢占蓝海市场先机打下客户和技术基础。

（三）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曙光，监事兼商务部副总经理

唐军做公司经营情况介绍

1、业绩情况

2020年前三季度，公司生产、管理、订单、招聘、运营、疫情防

控等方面工作均按计划如火如荼地开展，员工士气持续旺盛，各

主要生产园区均满负荷运作，新产品生产及交付顺利。依靠稳定

宏大的产能规模、领先的工艺技术和强大的研发与投产能力、先进

的自研自动化智能生产线、深厚的行业资源、优质的供应链配套生

态与品牌口碑、充裕自由的现金流，以及科学高效的企业管理与

企业文化等平台级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公司在智能手机、智能可

穿戴设备(如智能手表、手环、耳机等)、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一

体式电脑、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家电等各业务板块，及时满足和保

障了全球各大品牌客户大量新产品的高质、顺利交付的需求，实

现了高质量增长，并持续顺利完成各项新产品的研发创新任务，

赢得了客户进一步的信任与支持，优质资源加速向公司集

中。2020年 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0.83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26.65%；稼动率提升驱动营收利润双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4.32亿元，同比增长 209.47%；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42.5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2.47%，充沛稳健的现金流

为公司生产运营保驾护航。

2017年至 2020年前三季度同比，公司营业收入呈现稳步增

长趋势，较好的经营性净现金流显示公司收入质量较高。2020年

上半年，公司凭借稳健的复工复产计划，订单充裕，科学排产，

已经实现“淡季不淡”的高效经营局面。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的客户与产品结构健康，订单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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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继续旺盛。同时，公司在精益生产、成本管控、内部配套

等方面继续提升，化工、刀具、抛光、模切、研磨切削、印刷、包材

等前十大材料的自制比例持续提高，相比外购成本大幅节约，公

司盈利能力不断提高，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105.15

亿元，同比增长 13.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0亿

元，同比增长 20.20%；基本每股收益 0.35元，同比增长 9.37%。

为公司第四季度及明年一季度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向好奠定了坚

实基础，公司有望实现多个季度的高效、高质量发展。

最近四个季度，公司资产总额、股东权益持续增长，公司各

类产品产销两旺，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长，管理效能全面提高，

毛利率稳步上升。 

2015年至 2019年，公司各项重要战略布局逐项落地，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稳步增长。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 15.12%，净利润年

复合增长 12.4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复合增长

20.67%；资产总额、股东权益持续增长，深厚的资产积累为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各主要产品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中小尺寸防护玻

璃收入复合增长 17.96%，大尺寸防护玻璃收入年复合增长

19.93%，新材料及其他产品收入年复合增长 3.40%；资产规模、

营业收入均持续较快增长，存货占比有所下降，应收账款指标及

毛利率相对稳定，主要由于公司业务管理、生产管理、自动化水平

提升，优质客户资源和中高端产品资源持续向公司聚拢，使得公

司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经营周转较快。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资金流始终保持稳定健康，并在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的驱动下，公司产品附加值持续上升、生

产效率不断提高，使得毛利率保持较高水平，存货得以快速周

转。

2、高效运作的内部控制机制

为实现降本增效的的经营目标，公司建立健全了一系列高效

运作的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包括“标准成本考核机制”、“业务

考核机制”、“工厂责任制”、“供应链成本控制”、“全面预算

体系”及“产品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等。通过这些机制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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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公司最近销售收入、利润水平持续稳定增长，期间费用率稳

步下降，为公司整体经营管理目标的完成提供了较大的内生动

力。

    （四）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钟臻卓做公司 2020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情况介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是由于中高端消

费电子和汽车电子市场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升级和产品价值不断

提升，公司各大客户快速增长的订单需求对公司的生产规模提出

了新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别投向智能穿戴设

备、车载设备、智能手机等终端领域，以及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未来前景、投资必要性等要素均经过公司认

真、严谨、科学的可行性论证分析，项目的实施将大大增强相关中

高端产品的生产能力，满足和保障全球消费电子和汽车电子行业

各大品牌客户对于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电脑、笔记本

电脑、一体式电脑等产品，以及高端智能汽车、智能家居家电等领

域中高端产品大量、高质、顺利交付的需求，使公司加快实现更大

范围、更高水平的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品质和国际竞争

力，进一步提升和强化公司的全面竞争优势，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及抗风险能力，对加快实现公司长期战略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本次发行的预案公告后，公司收到了许多其他国内外资金实力雄

厚、专业优秀的投资机构的关心与咨询，他们均一致表示对公司

及本次募投项目的高度认可和强力支持。

（五）董事长兼总经理周群飞做公司垂直整合项目情况介绍

公司在玻璃、蓝宝石、精密陶瓷、精密金属、触控、贴合、模组

等产品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和地位，有利于公司推动产业链垂直

整合，优化效率、良率及成本，为终端客户提供一站式产品和服

务。近年来，公司在现有的业务平台基础上，不断开辟新市场，

积极布局原辅材料、专用设备、智能制造等上下游产业，培育或投

资了蓝思智能、蓝思集成、东莞蓝思、越南蓝思、蓝思新材料、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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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控、豪恩声学等多家具有良好成长潜力的子公司或业务模块，

为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增长注入新的动力。

2020年 8月，公司收购可胜和可利两家公司，其主营业务为

手机金属机壳加工及组装，从事各类合金的生产、销售与研发。拥

有业界技术领先、自动化程度高、经验丰富的技术管理团队及稳定

的产能，是业界领先的智慧型手机金属机壳领导厂商，提供顶尖

客户整合关键技术与制程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公司与之整合后，

可更好的为客户提供垂直整合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使公司加快

实现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产品组合的中长期目标，为公司进一步

向下游供应链进行业务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持续增强公司的综

合竞争力与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0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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