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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0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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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UDENCE INVESTMENT MANAEGEMENT (HK) LIMITED 董丰侨

安信基金 聂世林

安信证券 冷国强

鲍尔太平有限公司 周俊恺

北大方正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奚丹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庄自超

北京泓澄投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徐哲桐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炜

北京盘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莉

北京市星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柳青

北京天时开元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曹勇

博时基金 唐亮、陈伟

财通基金 吴运阳

诚通基金 廖慧杰



创金合信基金 胡尧盛

大成基金 施展

东方证券 惠博闻、杨卓成、冯洁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童卓、虞圳劬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罗炯亮

东海证券 张昊

复华投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振立

工银安盛人寿（资管） 梅思聪

工银瑞信 孙楠、何肖颉、周智硕

光大保险 赵楠

光大证券 潘亘扬

广东辰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嘉豪

广东谢诺辰阳私募证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泳

广发基金 王小松

广发证券 许兴军、张雨露、董程扬、张晓飞、余高、彭雾、杨小林

广州市圆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咏

广州昭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云峰

国海富兰克林 杜飞(FeiDu)

国华人寿 张伟

国联安基金 魏东、高诗、徐志华

国融基金 高志鹏

国寿安保基金 张帆



国泰投研 徐成城

国投瑞银基金 江山、王鹏

国信证券 杨蓓、姚鹏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曲盛伟

海宁拾贝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陈俊

合众 霍霄

横琴新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顾晶

红塔证券 俞海海

红土创新基金 李俊、李子扬

泓嘉基金 周捷

华安基金 蒋璆

华宝基金 吴心怡

华宝兴业 高小强

华创证券 程昊

华富基金 陈派卿、陈奇

华海保险资产管理中心 刘晓彬

华商基金 席红辉、郭磊

华泰柏瑞 王林军

华泰保兴 符昌铨

华泰证券 朱际宇

华夏基金 刘平、周克平、杨康、林峰、高翔、顾鑫峰、郑晓辉、吕佳玮

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杨利平



华夏未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丁鑫

汇丰晋信 是星涛、陈平、郭敏

惠正投资 李平

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蒋朝庆

嘉合基金 钱堃

嘉实基金 吴悠、谢泽林、李帅

建投资管 丰亮

建信基金 邱宇航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 章礼英

交银施罗德金管理有限公司 许骁骅

金信基金 孙磊

金鹰基金 崔晨

金元顺安 刘梦杨

进门财经 凌锋

进门财经 邓慧琳

景顺长城基金 鲍无可、詹成

九泰基金 刘源、刘心任

聚鸣投资 蔡成吉

凯丰投资 楼燚俊

凯石基金 林承瑜

领益制造 吴刚

马可波罗中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鄧咏梅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一丹、江博文

明道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YinZheng

南方基金 霍竟春

南京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宋彬

诺德基金 孙小明

鹏鼎控股 马丽梅

鹏华基金 程卿云

鹏扬基金 王杨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超

平安证券 李峰

前海开源基金 苏俊彦

前海人寿 黄海滨、刘远程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陈泓君

人保资产 刘洋、于嘉馨

人寿养老 于蕾

人寿资产 鲍亮

三井住友德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杨履韬

上海承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思伟

上海慈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洪喆

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 张帆、黄抒帆

上海鼎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亚华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瑞



上海趣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戴惟

上海山楂树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陈静

上海晟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费志超

上海石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章贤良

上海同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林烈雄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王武

上海旭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姜月

上海弈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田嘉睿

上海益菁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Vincent、刘旭

上海友莹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廖泽凌

上投摩根 黄进、李德辉

申万菱信基金 董哲

深圳前海安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薛非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冯文光

深圳市金友创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史献涛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旷斌

拾贝投资 胡建平、季语

首创证券 汪显森

太平洋保险 金凡

太平养老保险有限公司 全栋材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军

泰达宏利基金 王鹏、张勋、孟杰、杨楠森



泰康资产 桂跃强、程振宇、张嫄、宋仁杰

天安财险资管 向磊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刘宇辙

天弘基金 董福焱

天治基金 梁辰

彤源投资 薛凌云

新华基金 蔡春红、王永明

新华资产 郑研研

鑫元基金 郑文旭、尚青

信诚基金 郑伟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申峰旗

兴业资管 郜震霄

兴业证券 廖辰轩

兴银基金 张海钧、高鹏

兴银资本 王旭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刘竞远

易方达 祁禾、倪春尧、刘武

毅木资产 祝俭

银华基金 刘一隆、杜宇

银杏谷资本 陈艾琳

源乐晟资产 卢奕璇、孙金成

长城基金 陈良栋、王佳佳、张磊、吴达、吴博文



招商基金 赵伟

浙江凯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琳

浙江野风资产 许蕙蕙

浙江英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俊杰

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唐光英

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马智琴

正大光明投资有限公司 赵宇

中海基金 王海宇、谢华

中科沃土 林皓、黄艺明

中欧基金 王峻

中融基金 金拓

中信保诚 胡喆、夏明月

中信建投证券 徐博、张咏梅、黄鹏

中信建投基金 周紫光、杨广

中信银行 忻子焕

中信证券 张陈乾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唐嘉奕

中再资产 赵勇、贾纯迟

江舸、Ashley chung、许辽锋、张怡旦、李苏婷、AlanMok、沈嘉墨

盛旭、张梦乔

时间 2020 年 5 月 21 日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袁永刚

董 事：单建斌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冒小燕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今年是东山精密上市十周年，也是公司快速发展的十年。上市

后，公司经历过两次转型，这其中也遇到过一定的挫折。但自 2016

年公司通过收购 MFLEX，正式进入印刷电路板行业。经过公司管理

层的不懈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全球前三、内资第一的 FPC 制造商。

2018 年，公司又收购了 PCB 制造主体 MULTEK，公司产品线新增了

硬板产品。目前公司已能够为客户提供印刷电路板全线的产品和服

务。根据行业研究机构 Prismark 发布的研究报告，2019 年度，公

司已经成为全球前五，内资第一的印刷电路板企业。

2019 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关键的一年。2020 年本是公司充满

信心、备受期待的一年，但新冠疫情的突发，让 2020 年充满挑战。

2020 年是我们目标方针、整体布局及产业方向最明确的一年。

公司将继续深耕 PCB 领域，同时紧紧抓住 5G 行业带来的新机遇。

问题 1、公司 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的经营情况如何？

自 2016 年公司收购 MFLEX、2018 年收购 MULTEK 后，公司将主

营业务发展战略聚焦在 PCB 领域。2019 年及 2020 年一季度，公司

总体经营情况良好。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 年 2 月份单月经营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整体经营在 3 月份得到好转，所以 2020 一

季度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增长 40%，尽管成绩尚可，但仍未达到

管理层的预期。

问题 2、新冠疫情对于公司的影响如何，公司应对疫情有哪些措

施？

新冠疫情给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带来挑战。2020 年一季度总

体经营情况良好，这主要得益于公司有序的日常管理及快速的反应

能力。1 月 22 日，公司成立了疫情防控专门组，全面部署实施疫

情防控工作。在当地政府宣布复工复产后，公司由于前期准备工作

充分，成为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并在短时间内迅速全面恢复产



能。

问题 3、预计未来 3年公司的资本开支主要投向哪些业务板块？

2017年到 2019年上半年，公司在PCB领域倾注了较大的投入，

可喜的是该领域的投资回报已充分反映在公司近 3 年的营业收入

及利润增长上。未来 3年，公司的资本开支投向主要在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募投项目。

问题 4、未来 3-5 年，公司 PCB 业务的整体发展思路和规划？

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司将继续深耕 PCB 领域，努力增强在行业

中的核心竞争力，切实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 PCB 解决方案。

问题 5、对于软板（FPC）行业，如何看未来行业的成长空间？

公司看好未来 FPC 行业的成长空间，随着消费电子终端、手机、

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增加，FPC 需求量也将随之增加。5G 时代，电

子产品的功能将不断创新，FPC 因体积小、可弯折等性能方面优势，

预计未来将会在这些产品中得到充分的应用。

问题 6、公司产品结构优化已经带来了盈利能力提升，后续是否还

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主要通过什么措施？

目前公司主要深耕的 PCB 行业具有明显的淡旺季周期，公司将

充分发挥经营管理能力，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合理调整产能利用率

等措施不断提高经营效率、降本增效。

问题 7、PCB 领域竞争格局方面，如何看待公司与台资厂商以及一

些海外公司的竞争格局，是否会有其他中国大陆地区的新进入者出

现？

MFLEX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在技

术、产能、人才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积累。未来公司将于行业的合

作伙伴一起，努力把 PCB 行业做大做强。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