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025 证券简称：杰普特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5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专场机构交流会

□其他

□分析师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参与单位名称

2020年 8月 5日
深圳市前海粤鸿金融投资有限公司，黄新耀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博文

深圳正圆投资有限公司，张荟慧

李艾武

2020年 8月 6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周喆

2020年 8月 19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彪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展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余伟民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春禹

2020年 8月 25日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李蕾、刘建伟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志敏

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刘亚纬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陈金伟

中际通资本，陈海铭

2020年 8月 27日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侯斌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继圣、石正同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侯梧

时间

2020 年 8 月 5 日 10：00-12：00

2020 年 8 月 6 日 13：30-14：30

2020 年 8 月 19 日 14：00-17：00

2020 年 8 月 25 日 14：00-15：30

2020 年 8 月 27 日 9：00-11：15

2020 年 8 月 27 日 13：00-14：30

地点 杰普特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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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2020 年 8 月 5 日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吴检柯

证券事务代表 胡林秀

2020 年 8 月 6 日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吴检柯

证券事务代表 胡林秀

2020 年 8 月 19 日

总经理 刘健

2020 年 8 月 25 日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吴检柯

证券事务代表 胡林秀

2020 年 8 月 27 日

董事长 黄治家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吴检柯

证券事务代表 胡林秀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

内容介绍

第一部分：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向调研人员介绍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成立于 2006年 4 月 18 日，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和销售激光

器以及主要用于集成电路和半导体光电相关器件精密检测及微加工的智

能装备。公司是中国首家商用“脉宽可调高功率脉冲光纤激光器（MOPA
脉冲光纤激光器）”生产制造商和领先的光电精密检测及激光加工智能装

备提供商。

公司的激光器产品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和固体激光器

等。公司自主研发的MOPA脉冲光纤激光器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批量生产

和销售，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技术空白。近年来，公司紧密围绕客户对

激光技术解决方案的需求，开发了智能光谱检测机、激光调阻机、芯片

激光标识追溯系统、激光划线机、VCSEL激光模组检测系统、硅光晶圆

测试系统等多款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广泛应用于激光精密加工、光谱检

测、消费电子产品制造、贴片元器件制造等领域。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以激光器研发为基础，打造激光与光学、测试与测

量、运动控制与自动化、机器视觉等技术平台。目前公司已拥有一支以

深圳和新加坡为中心的国际化研发、销售团队，产品和服务覆盖亚洲、

北美、欧洲等地区的众多知名客户。公司生产的MOPA脉冲光纤激光器

产品为泰德激光、联赢激光、光大激光等知名激光装备制造商提供了核

心部件；公司生产的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品为 Apple、AMS、意法半导

体、LGIT、Kamaya、国巨股份、厚声电子、乾坤科技、华新科技等各行

业知名企业所采用。

公司依托国际化人才团队，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先后获得多项政府和行

业协会奖励。公司“一种光纤激光器调 Q的方法和装置”获得 2013年深圳

市专利奖；“高功率MOPA型脉冲光纤激光器”获得 2014年深圳市科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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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开发类二等奖；“M6+光纤激光器”获得 2016年金属

加工行业荣格技术创新奖。公司为广东省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深圳市大功率光纤激光器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深圳市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深圳市“孔雀计划”实施单位。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激光器，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和光纤器件，具体产品

主要包括脉冲光纤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和固体激光器等激光器产品，

智能光谱检测机、激光调阻机、芯片激光标识追溯系统、激光划线机、

VCSEL激光模组检测系统、硅光晶圆测试系统等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产品

和光纤连接器、光缆组件等光纤器件。

激光正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日益拓展应用领域，逐步渗透到国民经济的

多个领域。在高端制造领域，高功率激光设备在切割、焊接、测量、打

标等环节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现代汽车制造中，汽车、

高铁车身焊接已逐步实现激光焊接；激光加工是飞机驾驶舱、机身切割

成型和焊接的理想解决方案。在精细微加工方面，超短脉冲激光在光伏、

液晶显示、半导体、LED、OLED等领域的钻孔、刻线、划槽、表面纹理

化、表面改性、修整、清洗等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激光

与生物学、医学治疗及诊断、制药科学相结合，激光抗癌和物理治疗、

激光手术、激光诊断、激光眼科治疗、激光美容已普遍进入医学各分诊

疗科室。激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密切相关，自身也是战略性新

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内容。

激光/光学装备主要由光学系统、机械系统和数控系统组成，按功能划分

主要包括焊接机、打标机、切割机和用于各类特殊材料加工的行业专用

设备。激光/光学装备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材料加工与检测、

通信、科研和军事、医疗和美容、仪器仪表和传感器、光学存储、显示、

打印等领域。其中，用于激光打标、激光焊接、激光切割（含晶圆划片）、

增材制造、半导体显示、激光检测等领域的激光器设备统称为工业激光

器设备。

第二部分:交流活动

Q1：激光器和装备哪一块领域会有比较大的突破？公司未来战略的考量。

A：脉冲激光器 7月份降价，抢占份额，面向的客户群是三星产品的标识

标刻，新的方向激光器清洗和除锈。连续发展更大的客户，对稳定性有

更好的提升。固体激光器看客户的应用情况，塑料打标、玻璃标刻、陶

瓷划线等有更大的改善。激光器往更高功率、品类更全。装备方面做苹

果公司的设备。被动元器件往电容电感方向发展。电阻方面主要是子公

司做。

Q2：苹果购买的设备是直接采购？还是通过蓝思科技、伯恩光学采购？

A：苹果直接采购，然后我们会按照苹果公司要求拉到蓝思科技、伯恩光

学等工厂生产产线上使用。

Q3：市场需求最多的是什么功率的激光器？

A：市场需求比较受欢迎的是 3000W，销售量最多的是 1500W，3000W
的性价比较高，普及业务最多的是 1500-20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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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公司调阻机是全球最大的，占比是多少？

A：占比 40%-50%左右，整体市场不大。

Q5：中国前三大光纤激光器制造商都有哪几家？

A：锐科、创鑫、杰普特。

Q6：苹果主要用什么激光器？

A：用外采的超快激光器，预计今年下半年公司会推出自产的超快激光器。

Q7：苹果今年的订单如何？

A：一季度大概有 1.5亿元人民币的订单，后面有一些原项目订单的补充，

截止至 2020年 6月 30日，共 1.87亿元人民币左右。

Q8：成学平总的背景？

A：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光学博士。是公司总经理同一位博士导师的师

兄，由导师引荐加入公司一起创业，之前也在惠普公司等企业工作过。

Q9：公司执行力如何？

A：比较灵活，管理层执行力比较强。

Q10：公司长期战略是什么？

A：激光器方面：向“高功率、高亮度、多波长、超窄脉宽”的技术方向发

展，重点拓展脉冲光纤激光器、连续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和半导体

激光器产品。

激光/光学智能装备方面：公司以激光器研发为基础，打造激光与光学、

测试与测量、运动控制与自动化、机器视觉等技术平台，在此基础上研

发高端激光/光学智能装备，向超高精度调阻机、柔性及脆性材料微加工

设备、芯片检测设备等细分领域拓展。

Q11：苹果今年一季度新项目订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A：2019年四季度接触该项目，在 2020年一季度得到订单。

Q12：公司客户群是新增的还是原有的老客户？

A：有新增的客户，也有愿意绑定的只采购我们公司激光器产品的老客户。

Q13：激光调阻机系列产品的客户是？

A：陆续服务于国巨股份、厚声电子、乾坤科技、华新科技等知名电阻厂

家，全球市场占有率较高。

Q14：上半年疫情期间扩招了 300人主要补充哪里？

A：主要是补充研发人员和生产人员。

Q15：新的激光器项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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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近期也在加紧研发超快激光器，其他的现有的激光器品类会往更

高功率方向研发。

Q16：专利是申请国内的吗？还是国外也有申请？

A：国内占大部分，PCT是国际专利。

Q17：今年研发投入了多少？

A：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公司今年研发投入 4,343.85万元，相较 2019
年同期 2,950.15万元增加 1,393.70万元。

Q18：销售给苹果公司的产品毛利率降低的原因是什么？

A：销售给苹果公司的精密打标机项目订单存在竞争对手，在公司产品总

体技术参数更有优势的情况下议价能力还是受到一定影响；基于透明脆

性材料的激光二维码激光微加工设备中使用的皮秒激光器品牌由客户指

定，公司向其定向采购，材料成本较高；由于销售订单在 2020年 2月下

达，交付时间要求较短，受疫情影响，供应商开工时间不及时、生产和

技术人员大部分不能返深工作，公司积极组织劳务派遣人员入厂生产，

采取在深采购人员驻供应商厂内催交、少量在深技术人员指导生产方式，

人工成本增加。综上，订单价格降低、人工及材料成本较高导致产品毛

利率较低。

附件清单（如有） 无

备注

接待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并严格按照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规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公平。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同时要求签署调研

《承诺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