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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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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2021年 9月 16日星期四15:00-16:00

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e互动”网络平台“上证 e访谈”栏

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飞乐音响董事、总经理：金新 

飞乐音响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雷霓霁

飞乐音响总会计师：张建达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介绍：

雷霓霁(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发言：

各位股东、投资者，下午好！欢迎来到飞乐音响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飞乐音响 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总经

理金新先生，总会计师张建达先生也一同参加，我们将一起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交流。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踊跃提问。

首先有请公司总经理金新先生对2021年半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做介绍。

金新(董事、总经理)发言：

尊敬的各位股东、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飞乐音响 2021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我谨代表公司向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广大投资者表示热烈

欢迎。接下来由我先来介绍一下公司概况，之后我们将对投资者的提问来做一

个解答。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年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调整了资产

结构，实现了从单一照明业务向多业务经营的转型，目前公司业务涵盖汽车电

子、模块封装及芯片测试服务、智慧照明、检验检测、智慧水务、智能制造和

工业互联网安全等领域。公司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智能硬件及工业智能解决方案

提供商。公司将以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成就客户，并不断为股东创造价值。

公司上半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营业收入为2,252,022,767.50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10%；



归母净利润为-79,166,536.00元，较去年同期减少-110.43%；

归 母 扣 非 后 的 净 利 润 为 -110,891,344.61 元 ， 较 去 年 同 期 减 亏

97,626,154.74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715,408.40 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10,448,127.24元。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公司重组后的第一年。上半年，在

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全面落实深化企业改革工作，积极推动业务发

展、重组融合、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控等各项工作，努力提升盈利水平，力

争使企业回到健康发展轨道。谢谢大家！

投资者提问1：

您好，公司主业似乎已与音响无关，是否考虑过更名。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暂无更名计划。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2：

喜万年持续亏损，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公司如何解决，该公司如何扭

亏？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发挥喜万年品牌优势，积极开拓市场和销售；

充分利用国内资源，开拓中国大陆市场；主动聚焦和快速实现贴近市场、工厂

的产品路线图；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优化组织架构，持续降低管理费用等措

施，努力改善喜万年经营，维持业务稳定，减亏扭亏，有效地防范和降低经营

风险。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 3：

不要去年的事了，说说您们公司半年度及下半年度经营是否还是亏损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下半年将继续围绕推进企业深化改革，加强企

业战略引领，提高企业文化凝聚力，积极开拓市场，促进业务联动等各方面展

开工作，针对各板块所属不同行业及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管理管控模式，

巩固企业运营质量，增强企业盈利能力，落实风险管控，力争全面完成公司

2021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 4：

您好，归母扣非后的净利润为-110,891,344.61元，主要是哪个业务亏损

较多，下半年将如何扭亏为盈呢？

总会计师 张建达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上半年照明业务板块亏损较大。下半年公司将

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挥照明业务品牌优势，积极开拓市场和销售，提升供

应链整合能力，持续降低费用，努力改善照明业务亏损现状。感谢您的关注，

谢谢！

投资者提问5：

公司子公司有无在北京交易所上市计划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子公司无北交所上市计划。感谢您的关注，谢

谢！

投资者提问6：

并购 飞乐音响 这么多年，给公司总计造成了多少亏损？带来了哪来效益

和品牌优势？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 7：

财务造假问题，是否继续向 庄申安 追责？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沪〔2019〕11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已经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行政处罚。感谢您的关注！

投资者提问 8：

官网上，领导们天天视察，成绩体现在哪里？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雷霓霁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经营情况及重大信息等公司相关

信息请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 国 证 券 报 》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谢谢！

投资者提问9：

今年业绩是否可以扭亏为盈呢？

总会计师 张建达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今年业绩是否可以扭亏为盈请关注公司 2021年三季

度报告、2021年年度报告。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0：

公司的 通用照明 业务改善了吗，还是持续恶化中？请较往年的对比情况

做一个说明？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雷霓霁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照明业务的经营情况均在公司历年年报中进行

了披露，请关注相关报告。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1：

关注到 公司 国内 亚明照明 国外 喜万年 两块业务都亏损严重，公司有

什么战略措施扭亏？不要说了什么盈利了，这太早。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发挥照明业务品牌优

势，积极开拓市场和销售，提升供应链整合能力，持续降低费用，努力改善照



明业务亏损现状。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2：

最近一年，有没有机构调研公司？如无，公司如何重塑市场信心？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雷霓霁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业绩说明

会、E互动平台及投资者专线等方式，积极保持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公司将

积极推动业务发展、重组融合、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控等各项工作，继续努

力提升盈利水平，力争使企业回到健康发展轨道，以回馈投资者。感谢您的关

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3：

公司的三大业务中，亏损主要在 照明 版块，请问如何解决？为何不继续

推进重组，该此业务售与仪电或者让 庄申安 买回？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雷霓霁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

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投资者提问14：

请问 喜万年 的品牌优势体现在哪里？在国外市场所占份额是多少？持续

亏损难道就是优势之一吗？这么多年了，怎么没有发挥出来？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雷霓霁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喜万年品牌为国际知名照明品牌，相关信息请关注

公司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5：

公司去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从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来看，并没有达

到重组预期，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董事、总经理 金新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年上半年亏损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共同影响：

1、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周期下行态势明显，对公司业

务造成不利影响；2、汇率波动的加剧导致汇兑损失增加；3、原材料供应短缺

及价格上涨，国际物流资源紧张，各业务板块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4、随

着 LED照明产业步入相对成熟的稳定期，增速放缓，照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出现产能结构性过剩，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等现象，公司照明业务板块仍处

于亏损状态；5、公司因历史原因导致公司债务负担较重，财务费用较高。感谢

您的关注，谢谢！

投资者提问16：

公司 3年内是否有计划出让华鑫股权。

总会计师 张建达 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

关信息请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谢谢！

雷霓霁(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发言：

在公司发布召开业绩说明会的公告之后，投资者通过邮箱、电话提出了一

些问题，由于时间关系，现就共性问题逐一答复如下：

1、去年公司扭亏为盈，今年半年度又出现亏损，亏损的原因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0年上半年度扭亏主要得益于转让北京

申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转让华鑫股份 6.63%股权事项产生的投资收

益，本年上半年未发生大额的股权转让。2021年上半年，在公司董事会和管理

层的共同努力下，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11.10%，扣非后的归母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约 9,763万元。

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共同影响：1、新冠疫情在全球

范围内的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周期下行态势明显，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2、汇率波动的加剧导致汇兑损失增加；3、原材料供应短缺及价格上涨，国际

物流资源紧张，各业务板块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4、随着LED照明产业步

入相对成熟的稳定期，增速放缓，照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出现产能结构性过

剩，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等现象，公司照明业务板块仍处于亏损状态；5、公

司因历史原因导致公司债务负担较重，财务费用较高。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2、关于下半年管理层将如何做好主业的问题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下半年将继续围绕推进企业深化改革，加

强企业战略引领，提高企业文化凝聚力，积极开拓市场，促进业务联动等各方

面展开工作，针对各板块所属不同行业及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异化管理管控



模式，巩固企业运营质量，增强企业盈利能力，落实风险管控，力争全面完成

公司2021年度经营目标和任务。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3、关于公司股价及投资者互动相关问题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二级市场股价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始终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通过业绩说明会、E互动平台及投资者专线等方式，积极保持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交流。公司将积极推动业务发展、重组融合、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控等各

项工作，继续努力提升盈利水平，力争使企业回到健康发展轨道，以回馈投资

者。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4、关于投资者希望公司剥离不良资产、培育优质资产上市的建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关注与建议！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 《 中 国 证 券 报 》 、 《 上 海 证 券 报 》 及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5、关于投资者希望公司更名的建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暂无更名计划。感谢您的关注，谢谢！

雷霓霁(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发言：

由于时间关系，部分投资者的问题尚未来得及一一回复，本次业绩说明会

结束后，各位投资者仍可以通过公司投资者专线 021-34239651，电子邮箱

office@facs.com.cn，上证 e互动等方式与我们联系，感谢各位投资者的积极

参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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