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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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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陈韵谜 

时间 11:30-12:30 

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五号路 9号  公司光明工

厂二期厂房 301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王行村 

证券事务代表：邓移好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调研活动在会议室由董事会秘书向参与调研人员

主要介绍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生产经营情况、触控显示行

业发展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公司发展战略及未来发展方

向等情况，并进行相关沟通交流，然后由证券事务代表带领

调研人员参观了公司产品展示厅。本次调研活动的主要沟通

内容如下： 

 

1、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发展历程及下属子公司的情况。  

答：公司成立于 1992年 7月，系专业研发及生产平板

显示上游材料及触控器件的专业厂商，2007年 1月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为大力发展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2 

业务，公司于 2011年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

技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公司拥有 3家全资子公司---深圳

莱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莱宝科技

（香港）实业有限公司，1家控股子公司—浙江莱宝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 2家参股子公司---深圳市莱恒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 40%）、重庆神华薄膜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 10%）。 

 

2、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主要下属子公司的业务情况。 

答：ITO导电玻璃由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浙江莱宝科技

有限公司在浙江省金华市集中生产，中小尺寸 TFT-LCD 面板

及模组和彩色滤光片集中在公司光明工厂生产，同时利用原

有部分小尺寸 OGS的部分生产设备改为生产盖板玻璃，主要

以差异化的大尺寸盖板玻璃和 2.5D盖板玻璃产品为主；中

大尺寸 OGS产品由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集

中生产。鉴于公司已对小尺寸触摸屏生产线设备进行停产处

理，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莱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基

本没有实际生产经营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莱宝科技

（香港）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技术服务及贸易业务。此外，

公司参股的子公司——深圳市莱恒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玻璃基板的二次强化、显示屏薄化等加工业务。公司参股的

子公司—重庆神华薄膜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薄膜

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重庆神华薄膜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土地竞拍、地勘、场平、厂房前期设

计、主要生产设备订购等前期工作，2017年 12月 21日正式

开工建设，目前处于厂房建设和前期准备阶段，进展情况正

常。 

 

3、请简要介绍一下公司 2018 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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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18年上半年，公司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持续

加大新结构的 OGM产品、多功能光学膜层（AR、AG、AF 等）、

柔性 TFT-Array驱动基板、车载触摸屏等新产品的开发和市

场推广力度，持续进行技术工艺和设备的优化改进，优化调

整客户结构，综合导致公司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全

贴合产品的销量和销售收入均呈一定幅度的增长，公司的

ITO 导电玻璃、2.5代 TFT-LCD 面板等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

均同比呈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受制于公司中大尺寸一体

化电容式触摸屏新产品良品率爬坡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受

益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带来的部分汇兑收益等综合影响，公

司 2018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9.90 万元。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5,008.87万元，同比

增加 29,493.12万元、增加 17.82%；销售毛利 22,089.26

万元，同比减少 1,912.31万元、减少 7.97%；利润总额

6,029.29 万元，同比减少 2,398.60 万元、减少 28.4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9.90万元，同比上年同期

减少 835.43万元、减少 13.15%。 

 

4、请介绍一下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及后续经营情况？ 

答：2018年 7月以来，中高端商用笔记本、游戏笔记本

电脑等市场需求较为旺盛，公司预计中大尺寸一体化电容式

触摸屏产品 2018年第三季度的销量及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

均呈现一定幅度增长，导致公司的销售毛利增加，给公司业

绩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虽受制于新结构的 OGM中大尺寸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良品率爬坡带来的不利影响，以及人民

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带来的积极影响，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

2018 年 8月 22日发布的《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18 年 1-9月公司经营业绩为盈利 13,000万元至 17,500

万元，同比增长 35.54%至 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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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带有触控功能的笔记本电脑良好的用户体验，全球

触摸屏在笔记本电脑的市场渗透率在 2018年及后续年份将

有望进一步稳定增长，不过，受笔记本电脑消费者成熟、理

性的消费特征影响，预计其市场需求短期内不会呈现爆发式

增长，全球触控笔记本电脑市场 2018年及后续年份出货量

整体维持一定幅度的稳定增长态势。 

上述行业预测判断仅为个人观点，供您参考使用，建议

您多方收集了解相关行业资讯，理性客观做出投资判断。 

 

5、公司 OGM 产品的销售情况如何？目前销售占比情况

如何？新结构的OGM产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良品率水平如

何？OGM 产品面临的主要竞争厂商有哪些？ 

答：OGM为 One Glass Metal Mesh 的简称，属于公司全

球率先自主开发的产品，具有支持窄边框、手写笔操作、悬

浮触控、触控更灵敏等显著优点，在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

领域可与 GF2结构形成替代竞争。公司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

款 OGM产品自 2017年 3月开始批量交付客户，自 2017 年 4

月以来，OGM市场需求不断提升，截至目前，OGM产品月度

销量占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的销量占比已超过 50%。 

经过公司不断努力，OGM 产品良品率从最初的不足 60%

目前已提升至平均 75%左右的水平。 

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为满足客户对窄边框、悬浮触控、

主动手写笔操作等方面的更高性能要求，公司又开发出采用

新型电极结构的 OGM产品，2018 年 1月起逐步开始量产，目

前处于良品率爬坡初期，良品率水平不高，相应带来的销售

毛利较为有限；公司近期正在持续加强相关技术攻关，新结

构的 OGM产品良品率有望逐步提升。 

公司 OGM产品的同行业厂商主要为台湾 TPK（宸鸿科

技）、合肥京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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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开发的柔性触摸屏进展情况如何？何时能够批

量生产供应？ 

答：公司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资源，结合利用特殊的

PET、COP等柔性基板材料，已积极开发多种类型的 SFM 结构

和其他结构的柔性触摸屏产品，可与 TFT-LCD、AMOLED 等显

示面板搭配使用；截至目前，公司已开发出中大尺寸 SFM 结

构电容式触摸屏的设计及制作工艺技术并已制作出样品，正

在积极进行市场推广；同时，正在积极开发其他结构、可适

应中小尺寸应用需求的柔性触摸屏产品。如市场需求认可，

上述 SFM结构柔性触摸屏新产品可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

量产能力。鉴于新产品市场销售存在一定的推广周期和不确

定性，敬请您客观理性看待，并以公司的正式公告信息为准。 

 

7、请您简要评价一下包括 OGS/OGM 在内的中大尺寸电

容式触摸屏的各类技术的竞争优势、市场地位以及未来发展

趋势。 

答：目前 OGS/OGM技术占据全球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

市场的主流地位，其中 OGS目前以中低档市场为主，OGM 以

其同时支持窄边框、手写笔操作和悬浮触控的优点，以中高

档市场为主；此外，与 OGS/OGM 在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领

域形成一定竞争关系的其他类别触控技术包括 GFF/GF2、on 

cell 等。 

与 GFF/GF2、on cell等中大尺寸触摸屏技术路线相比，

OGS/OGM结构的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不含电容式触摸屏

与显示模组的全贴合）具有以下竞争优势： 

（1）仅采用一片玻璃基板，与采用一片玻璃+一层双面

Film膜层的GF2结构和采用一片玻璃+ 两层Film膜层的GFF

结构相比，更轻、更薄、透光性更好，且原材料使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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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需要贴合，无需使用 OCA等贴合材料，再加上

随着面板尺寸的日益扩大（面板尺寸为对角线长度，14 英寸

与 5英寸的面板的面积相差近 8倍），贴合良率控制难度加

大，再加上中大尺寸 Film Sensor 供应相对有限且整体供不

应求以及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市场需求数量远不如智能

手机市场需求数量，导致 Film Sensor 降价缓慢，GFF/GF2

结构的规模化成本竞争优势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整体而言

OGS/OGM 相比其他结构的原材料消耗成本相应降低； 

（3）除与 G-G结构的触控性能相当外，OGS/OGM结构的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相比其他结构的触摸屏具有更高的

触控灵敏度和可靠性； 

综合而言，随着电容式触摸屏面板尺寸的增大，OGS/OGM

相比 GFF/GF2、on cell结构的规模化成本竞争优势和性能

优势体现日益显著，OGS/OGM 尤其是在 13.3英寸以上的应用

领域占据显著的市场主流地位。 

鉴于中大尺寸 OGS/OGM产品在超薄、透光率、触控灵敏

度、耐用性、制作成本等方面的优势，预计未来两年内，

OGS/OGM仍将维持主流市场地位，随着 OGS、OGM 的良品率进

一步提升，其性能和成本竞争优势将有望进一步得到巩固,

但可能面临 GF2、on cell等其他技术取得突破可能带来的

竞争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行业技术发展趋势，持续加大包

括 OGS、OGM、柔性触摸屏等各种新型触摸屏新产品、新工艺、

新技术的研发，提高公司产品的良品率的同时，降低产品的

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上述行业发展趋势为基于企业自身对市场的客观了解

和与客户、行业相关专家、分析师沟通了解形成的个人观点，

仅供您参考使用，敬请您多方面调研了解后对行业发展趋势

全面客观判断，谨慎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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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的柔性显示产品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目前销

售情况如何？ 

答：公司的柔性显示产品为柔性 TFT-Array驱动基板，

它是利用公司自有的一条 2.5 代 TFT-LCD生产线进行生产，

采用特定的生产工艺制作而成，目前主要与电泳胶囊结构的

电子纸显示搭配使用，最终应用于穿戴式电子产品、电子货

架标签、智能信用卡等领域，已开立多款样品，现已实现批

量生产，量产初期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随着该类产品

销量有望进一步提升，预计将有望逐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

绩。 

 

9、公司正在研发那些新产品？哪些新产品有望产业化

并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答：公司 2018年一方面重点优化改进新结构 OGM 产品

和 AR镀膜产品的量产工艺技术，一方面持续开发柔性触摸

屏、柔性 TFT-Array驱动基板、车载触摸屏等新产品、新技

术、新工艺，其中大部分新产品均具备产业化生产的可能，

预计后续将有望陆续培育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

泄露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8 年 8月 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