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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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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及人

员姓名 

广发证券  许兴军、彭雾、于洋、周志浩、陈子坤、王亮；AZ Investment 

Management Justin Liu；宝盈基金 容志能；鼎萨投资 刘寻峰；泓澄投资 曹中

舒；凯读投资 余海涛；星石投资 杨英；博时基金 刘一泽、李昂；晨燕资产 张

存多娜；穿石投资 任正彬；乘安资产 周垚煜；创富兆业 李萍；淳厚基金 吴若

宗；德邦证券 白宇；Credit Suisse Kyna Wong；德华创投 杜波；东方基金 何

舒阳；东海基金 李昂；东海证券 施鹏飞；东吴基金 王立立、江耀堃；Franklin 

Templeton Investments (Asia) Ltd Tony Sun；方正富邦 郑仁涛；丰岭资本 李涛；

沣京资本 王洪祥；复星集团 伦莉斯、梁慰庭、虞峥；富国基金 苗富；高瓴资

本 余高；高维资产 王佳鑫；光大证券 潘亘扬；广州金控 黄健；国华人寿 张

伟；国泰基金 张阳、李海；国泰君安证券 王添震；海富通基金 谈必成；海宁

拾贝 季语；海通国际资产 李欣伟；海通证券 郭新宇；合众资产 宋谦；恒生前

海基金 李峥嵘；恒越基金 郭卓瑜；红土创新基金 李子扬；泓德基金 刘力思；

华宝基金 陈怀逸；华创证券 王帅、岳阳；华能贵诚信托 孙宇、黄凯立、杨纯

子；华泰证券 刘叶、彭海娇、赖焉、唐军帅、李晶、陈辛；华夏基金 孙艺峻；

华银天夏基金 钟业亮；汇丰晋信基金 李凡、陈平；汇丰前海证券 丁诚、郑冰

仪、王志欣、何方；汇华理财 张运昌；嘉实基金 李帅；九泰基金 方向；君和

资本 郭宣宏；开源证券 时维佳；Millennium Capi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Limited Tianbo Yu；Morgan Stanley Lily Chou、Sharon Shih；民生通惠 黄岑安；

明亚基金 边悠；Nordic Asia Advisory Group 李昊；农银理财 李立；鹏华基金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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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鹏扬基金 王杨；平安基金 季清斌；平安资本 段紫薇、王文文、李胜敏；

浦银安盛基金 褚艳辉；深圳前海登程资产 于骏晨；前海开源基金 魏淳；乾弘

久盛资产 徐立冕；仁桥资产 张鸿运；瑞华投资 章礼英；瑞信方正证券 沈宇峰；

瑞银证券 俞佳、刘媛秋；睿远基金 杨维舟、朱璘；厦航投资 林开周；山石基

金 吕海龙；翙鹏投资 于淼；聆泽投资 司岩；陆宝投资 张小迪；明河投资 姜

宇帆；盘京投资 王莉；朴信投资 邹国英；上海人寿保险 田发祥；世诚投资 陈

之璩；同安投资 仲华超、林祯景；彤源投资 陈晓蕾；海之源投资 梁旭旖；红

筹投资 侯文宽；聚鸣投资 蔡成吉、王文祥；民森投资 丁凡伦；泰石投资 车克；

中颖投资 宋鹏；GIC 徐萌；前海太行资产 韦孟霖；太平基金 应豪；太平洋证

券 郑及游；太平洋资产 杨琴；泰达宏利基金 崔梦阳；泰德嘉禾投资 丁健豪；

天安人寿 刘宇辙；天弘基金 申宗航、张磊；西部证券 杜威；西南证券 韦诗杰；

希瓦资产 卓亚；新华基金 郭帅彤；新华资产 马川、惠宇翔、戴丰年；前海联

合基金 胡毅发；鑫元基金 尚青；寻常投资 杜凡；循远资产 刘勇；阳光资产 王

逸峰；壹德资产 詹银涛；亿衍资产 倪雪莲；易方达 倪春尧；益菁汇资管 孙文

丰；银华基金 和玮；永安国富资产 王成梁；元葵资产 范舰阳、田野；长城基

金 杨维维；招商资管 王雅洁、何怀志；招银理财 潘郭萍；英睿投资 马智琴；

中兵财富 康馨予；中庚基金 施展；中国人保 于嘉馨；中国人寿 阳宜洋、于蕾；

中金公司 先庭宏、韩庆；中信建投证券 徐博、杨广；中信证券 陈志、苗丰、

胥洞菡、晏磊；中银国际 张立新；中银基金 袁哲航、吴洵等共 175 人 

时间 2021 年 3 月 31 日 星期三 16:00-17:00 

地点 电话会议（广发证券团队组织）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芳勤女士、财务总监李晓青女士、董事会秘书雷曼君女士及其

他核心管理人员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董事长兼总经理曾芳勤女士分享交流 

目前国内外局势与行业格局都在风云变化的环境中，我们给出今天的主题字

是“稳”。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但我们要稳，同时要传递给投资者们，我们很稳，既

稳且实，过去一季度的经营成果也是相当稳健的。 

我们很清楚在纷乱的状况中，仍要打造智能制造平台公司的使命与形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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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坚定不移地集中所有精力去做平台型公司。无论是行业或企业的发展变更，我

们都能锁定优质客户，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打造好这样的一个智能制造平台。 

在企业风格上，我们会一直保持淳朴、朴实的风格，布大局、不断扩大自己

的优势、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不断地调整自己，专注于做有潜力

的客户和行业，保证能够实现真正的长期主义与价值共生，让所有的投资者都能

够有稳定回报、有增长、有好的收益。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主，对企业、股东

的贡献。 

二、财务总监对业绩情况说明 

2020 年，面对国内外疫情的挑战，公司依然保持稳步发展，我们尽全力为客

户提供服务，也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在 2020 年，营业收入实现 281 亿元，剔

除帝晶光电相关收入影响后，较上期增长 38.14%；实现主业制造业经营净利润

23.24 亿元，剔除帝晶光电的利润影响后，较上期增长 18.79%。对于营业收入增

长与利润增长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疫情影响导致成本的增加、外汇损失的扩

大以及为后续战略发展投入的研发支出。 

现金流方面，2020 年的经营现金流为 24.7 亿元，较上期减少约 5 亿元，一

方面是因为 2020 年末，公司对材料的涨价有预判，提前对原材料进行备货；另

一方面是收购赛尔康后为其支付了部分前期的供应商货款，以及为供应链提供支

持。 

资本性支出方面，2020 年共支出 28.2 亿元，同比增加 83%，一个是对赛尔

康的投资，符合公司的长期业务发展需求；二是在印度购买的厂房与设备，我们

不仅要有模组的经营能力，还要进行海外布局；三是磁材业务跨越到高端制造和

高端客户，要对固定资产进行升级与改造。 

在 ROE（净资产收益率）方面，2020 年达 17.09%，数据基本与上年持平，

但实际销售净利率略有提升，资产周转率也有所改善。持平原因主要是公司资产

负债率从 2019 年的 57%调整到今年的 51%，ROE 指标的质量得到提升。 

2020 年各个板块的经营情况。领益科技板块实现归母净利润 25.45 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是 24.14 亿元，领益科技以

124.22%的业绩完成率实现重组并购对赌。结构件板块全年实现净利润 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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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板块在八月实现扭亏、第四季度盈利。磁材板块在第四季度也实现了扭亏。 

2021 年一季度，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 4.5 亿元-4.7 亿元之间，同比增长

587.83%至 623.50%；剔除上年同期业绩补偿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及处置子公

司相关损失的影响后，较上年同期增长 35%至 42%。与上年同期相比，各个板

块的盈利能力均有所上升。为响应留守过年的号召，公司春节留人计划产生较大

的成本。 

三、问答环节 

Q1：如何协调各子公司、BU、BG之间的协同管理与规划？ 

A1：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公司进行了较大的整改，完成了五大产品线的整合，

对公司文化进行重组、调整和反省，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聘请五个 COO 负责

各业务产品线并进行合理分工及合作，朝着能实现跨区域、跨产品线、跨客户、

跨制程的纵横发展方向去融合。在此基础上，公司同时提升财务、经管、内审等

职能部门的能力，加强统一销售、采购、工程研发的能力，加强对干部的激励考

核以及新老干部的融合，以实现公司与各子公司、BU、BG 之间的协同发展。 

正因为内部管理与业务的协同性，我们才能在业务上做到垂直整合。每一个

产品和工艺制程，要做到极致制造，都离不开自动化、IE 设计、AI 学习以及熟练

的工人等。在上市公司体系内，各子公司在同一个客户上下我们可以打破模切、

冲压、CNC、注塑、软包等各种界限，统一设计，把工程的极限和质量管理的极

限用到极处，通过减去各个工艺制程中的过程和检验，来减少产品制造成本，由

此得以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做到精品整机制造及工业互联制造的高协同发展的智

能制造平台，并以最优质量和最优社会资源来形成最大的产出。 

 

Q2：介绍公司整机组装业务的规划，包括收购的珠海工厂及赛尔康？  

A2：整机组装和精品制造的理念是相关的，公司要做能盈利的整机，从事能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体现垂直整合能力和JDM（Joint Design Manufacture，联合

设计制造）能力的整机业务，步入IoT（物联网）、5G、智能穿戴、AR、VR等

新型整机领域。 

珠海工厂聚焦于打造以大客户为主的智能制造中心，展现精品制造+智能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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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物流一体化的高端制造，并配以研发中心与自动化中心。 

赛尔康方面，与电源相关的适配器、充电等功能的产品，不仅适用于消费电

子，也能在大功率的充电和其他配套功能上进行开发，会陆续进行量产。 

 

Q3：在模组端比如无线充电模组的进展和规划？ 

A3：首先，集团各个模组项目均进展顺利，按计划积极打样验证中。以无线

充电模组为例，公司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无论是从原材料开发到金属零部件的加

工，还是模组组装以及整机组装全链条的设计制造能力。3C产品方面，在海外主

要客户的无线充电生态链里，公司已取得手表、手机、耳机等产品线的如接收端、

发送端等模组的应用项目。3C产品模块已经初步形成海外制造基地，在印度实现

了项目的落地并且开始实现量产配套的制造。在印度的持续扩产下，我们也准备

充足的产能，为客户提供NPI（New Product Introduction，新产品导入）和量产

服务。 

3C领域中的技术积累与制造沉淀，为公司在智能家居电子的业务提供助力。

例如我们充分发挥集团公司产业链的整合优势为某客户电动牙刷做配套研发，不

仅应用无线充电模组的制造研发能力，也使用到例如马达、冲压、线圈等各个模

块的工艺制造，为客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其他模组也进展顺利，均按照计划

推进中。 

 

Q4：在安卓系竞争格局的变化中，谈谈公司的应对策略。 

A4：整体安卓市场规模还是非常大的。以现在的国际环境来讲，安卓市场会

受到中美政策、半导体芯片的供应、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影响。公司在2019年年中

已制定了三个策略：一是持续去追逐头部客户，二是不断扩大产品线，三是利用

全球布局配合安卓客户的需求。 

在具体客户的现状层面上，一方面是在中国的头部安卓手机平台，均实现了

规模营收的状态；另一方面是在2020年底，公司拿到韩系客户大件及小件的供应

资格，目前逐步进入到量产期。 

在具体产品线领域上，2020年以前安卓手机占安卓产品的比重较大，但从去

年底开始，安卓的平板、可穿戴手表等相关的产品线开始进入量产期，从塑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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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结构件业务也迈向全制程结构件的解决方案。 

安卓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需求。对于安卓结构件相关产品线的制造配套，

在夯实深圳和东莞两个基地的同时，公司正在往越南和印度进行产能扩张。 

 

Q5：缺芯等问题的外部因素对公司业绩及对潜在增量的影响？ 

A5：缺芯问题会对公司业务发展有一些小影响，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海外

大客户很多芯片由自己设计和控制，芯片资源布局较早，储备比较充足，对他们

而言影响较小；国内安卓系统客户我们有提前做了一些安排，充分发挥平台企业

的优势，整体来讲对公司影响较小。 

 

Q6：请介绍收购伟创力珠海工厂后的部署及目前的业务进展。 

A6：人才方面，公司招聘了几百人，包括项目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基

层员工，在各个产线上发挥作用；厂区方面，因年初才完成收购，目前正在做重

新装修和产线更新换代。 

关于目前进展及未来的业务规划，第一，已放置 TWS 整机组装和制程；第

二，重点发展 IoT 业务的整合；第三，重点发展 AR、VR 业务的整合。 

 

Q7：谈谈公司在海外大客户的成长性？ 

Q7：在海外大客户的生意拓展上，可以总结为六个方面：一是持续加深在零

部件部分物料的占有率及物料复杂度部分的覆盖率；二是提升模组段的零部件及

次组装的占有率；三是把材料部分的研发充分推广应用到不同的领域；四是模组

次组装部分已进入到 NPI 关键期并将在未来陆续量产；五是匹配客户在新型领域

的新产品前期开发；六是拓展海外制造基地。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 年 4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