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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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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交流会、花旗投资者峰会（线上）、兴业证券策略会

（线上）、中信证券策略会、华泰证券策略会（线上）、东吴证券

策略会（线上）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共 215 计家机构，359 名参会人员，详见附件《与会机构名单》。 

时间 2020 年 11 月 3 日-30 日 

地点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锦绣东路 23 号新产业生物大厦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 饶微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张蕾 

证券事务代表 李玉杰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除前期已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交流内容外，新增的主要互

动交流内容如下： 

问题 1：仪器销售政策的转变会有哪些影响？ 

答：公司对大型机的销售会给予一定价格折让，因此公司仪

器销售毛利率会有所降低。与此同时，公司大型机销售占比较往

年明显提升，预计会提升试剂单机消耗。在回款政策上，公司没

有任何放松，依然严格控制应收账款，坚持实现高质量的销售。 

问题 2：近期颁布的集中采购政策是否对公司业务造成影响？  

答：本轮集采主要针对高值耗材，体外诊断试剂暂未被纳入

国家集采范围，因此公司业务暂未受到影响。化学发光免疫检测

为封闭系统，且占整个医疗器械市场的比重相对较低，推行集中

采购具有一定的难度。 

附件清单 详见附件《与会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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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会机构名单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悟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希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贝莱德机构信托 上海兴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博道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易正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友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于翼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淳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华强集团有限公司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前海固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上海证券有限公司 深圳市明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易同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尊道投资有限公司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私享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永丰金证券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泽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复星保德信人寿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復華投信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邦投信 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富兰克林邓普顿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天津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望正资本资产管理公司 

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湘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新加坡淡马锡谈联投资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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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国投资（上海代表处）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汇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生前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恒天中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泰保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理财子公司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招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东方嘉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巨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聚润（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康曼德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陆家嘴国泰人寿资产管理部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明世伙伴基金管理(珠海)有限公司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千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泉达投资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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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兴资管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锐智资本 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彬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博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Actelligent Comapany Limited 

上海大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APS  Asset Management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Capital International Inc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Fidelity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上海和谐汇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Goldman Sachs Asset Management 

上海景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reen Court Captial Management Limited 

上海景裕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HBM Healthcare Investments AG 

上海理成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Lake Bleu Captial(Hong Kong)Limited 

上海理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LYZZ CAPITAL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Marshall Wace Asset Management 

上海名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Mathews Asia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 
Mitsubishi UFJ Kokusai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上海磐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Old PEAK LIMITED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ORCHID PUBLIC INVESTMENT 

MANAGEMENT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uperstring Capital Management LP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Stewart Ivory & Company Limited 

上海睿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Tairen Capital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Tairen Capital Limited 

上海晟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TCL 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世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Tiger Pacific Capital L.P.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 Topfund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Zenas Capital 

上海途灵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