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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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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国际机构销售 Jennie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张晓冬

善道 张彦琨

平安证券 李鹞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邹天龙

林总

神农投资 赵培

上海甄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朱庆新

光大证券 杨耀先

天虫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傅杰松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李金洪

碧云银霞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高新宇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金拓

柏杨投资 kevin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华

繁星资本 刘钰

中信建投证券 徐正学

未来资产 周洲

同泰基金 王伟

重庆农商行傅钰雯

国泰投信 郑宗杰

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管）任洁

中信建投 程似骐

国泰投信 张乔咏

中信证券 李景涛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李嘉

国盛证券 李孜

长江日昇投资有限公司 于志军

彬元 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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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魏淳

宏道投资 季巍

群益投信 洪玉婷

锦成盛资管苏敏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冯天成

友邦资产 宋玖伟

景泰利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吕伟志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李云昌

汉天资产管理 郭梓华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鑫

中信建投证券 陶亦然

方和资本 施筠逸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薛冀颖

中信建投证券 于芳博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郭东谋

复华投信 杨国昌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曦光

广州云禧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龙华明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杨乐毅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方向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胡斌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郭堃

广州金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卢玮

广东富业盛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婷婷

群益投信 李忠翰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浩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梦歌

深圳前海华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段永强

富兰克林华美 陈美君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方云龙

磐厚 吕翔

拾贝投资 叶珑

申万宏源证券（投资） 余洋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俊

沣京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王雨龙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程程

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祝子瀚
MARCO POLO PURE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 Chen Huang
大家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范明月

珀源基金 吴国平
Fidelity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rry Qin
同晟投资 张珊

广东恒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罗煦娟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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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斯诺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桑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陆士杰

睿柏资本 劳逸华

禾其投资 王祥麒

RWC Partners 龙浩

中金公司 刘莹莹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源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亮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阎安琪

马可波罗中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鄧咏梅

上海鸿凯投资有限公司 李经超

华南永昌证券投资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苏文娟

源乐晟资产王天聪

上海 王臻

北京百泉汇中投资有限公司程伶君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汪国瑞

香港鲍尔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笑石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Louisa
广东新价值投资 吴亚林

复华投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周振立

深圳市东方马拉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任兵

华融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杜汉颐

浙江初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永乐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白照坤

长城财富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胡纪元

同泰基金 王靖楷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杨寅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余佶

上海聆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张济鹏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郭昊

北京诚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康志毅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陆畅宏

施罗德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孙雨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苏灵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张良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魏晓康

上海泰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丛

易鑫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曹轶俊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倪辰晖

珠海数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元奎

深圳金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佳琦

煜德投资 李贺

西安睿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强

锐意资本 刘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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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杨秋鹏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周志敏

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莉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司南

粤开证券 逄增山

泓铭资本 王灿

中信建投证券 付广华

WillingCapital 李灿

银谷智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王庭轩

国盛证券 刘伟

富兰克林华美证券投资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黄书名

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群山

深圳昭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子杰

中信建投投资公司 王道达

上海顶天投资有限公司 张超

时间 2020年7月2日14:00-15:0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林洵沛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1、公司智能座舱产品中的多屏产品情况如何？

答：公司的多屏智能座舱产品已在理想汽车、长安汽车和奇

瑞汽车的车型上配套量产，并获得广汽集团、长城汽车、长安汽

车、奇瑞汽车和天际汽车的新项目订单。

2、公司ADAS产品进展介绍？

答：公司的L3级别自动驾驶域控制器已在小鹏汽车的车型上

配套量产。

除了L3级别自动驾驶，公司在其他自动驾驶领域也正积极布

局，公司已在新加坡成立了研发团队，专门开发L4和L5级自动驾

驶和汽车网络安全的前沿技术。

公司正在积极探索未来出行，深耕智能驾驶辅助领域。公司

自主研发的融合型全自动泊车系统、360度高清环视系统、驾驶员

行为监控和身份识别系统、24G毫米波雷达、T-box、V2X产品、

L3级别智能驾驶域控制器等新产品和新技术获得量产。

3、公司在日系品牌客户的开拓？

近年，公司成功突破了一汽丰田、广汽丰田、和雷克萨斯，

客户结构优化，公司仍将持续推进与现有日系客户的合作深度和

广度，同时着力开拓新的优质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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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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