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88383                                 证券简称：新益昌

深圳新益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1 年 7 月）

编号：20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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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1 鼎萨投资 刘寻峰 16 综彩投资 唐德志

2 鼎萨投资 何易帆 17
红 塔 红 土

基金
黎东升

3 丰岭资本 李涛 18 华创证券 熊翊宇

4 君天健 周晟昂 19 华西证券 俞能飞

5 摩根华鑫

基金

李子扬 20 农银汇理 张峰

6 榕树投资 王顺序 21 平安基金 张荫先

7
Regents 

Capital
林睿 22 平安资产 刘宁

8 天风证券 许俊峰 23
申 万 菱 信

基金
孙琳

9 悟空投资 陈向东 24 西部证券 邢开允

10 信达澳银 齐兴方 25 西南证券 王谋

11

12

信达澳银 徐聪 26 兴全基金 涂国

12 信达澳银 吴清宇 27 长城证券 张元默

13 展博投资 陈俊斌 28 华泰证券 肖群稀

14 中泓汇富 余一奇 29 华泰证券 靳盼盼

15 中银基金 袁哲航 30 恒生前海 祁滕

会议时间 2021 年 7 月 13 日 10:00-12:00



2021 年 7 月 14 日 15:00-16:30

2021 年 7 月 15 日 10:00-12:00

会议地点 公司 3F 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董事长：胡新荣

董事、总经理：宋昌宁

董事、董事会秘书：刘小环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介绍

一、公司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 LED、电容器、半导体、锂电池等

行业智能制造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过多年的发

展和积累，公司已经成为国内 LED固晶机、电容器老

化测试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同时凭借深厚的

研发实力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成功进入了半导体固

晶机和锂电池设备领域。

公司是国内少有的具备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与生产

能力的智能制造装备企业。公司部分智能制造装备产品

核心零部件如驱动器、高精度读数头及直线电机、音圈

电机等已经实现自研自产。

二、公司近期业务状况介绍

公司目前总体经营状况良好，LED设备、半导体

设备、电容器设备和锂电池设备四大板块都有序生产，

订单饱满，同比去年都将有较大的突破。

三、问答环节

1、从传统 LED固晶机升级到Mini LED固晶机，设备

价格和毛利率有何变化？

答：公司主要销售的传统 LED双头固晶机，单价 16 万

元左右，毛利率 30%多，Mini LED六联体固晶机单价

100 万元左右，毛利率 60%多。所以Mini LED固晶机

的价格较传统 LED固晶机的价格更高，利润也更为可

观。



2、对公司各大主营业务板块的预期？

答：公司各大主营板块总体业绩持续稳定增长。传统

LED的业务增长相助于小间距 LED客户积极扩产，照

明市场比较稳定。公司未来主要增长点寄于 Mini LED

和半导体板块；锂电池方面，公司也在稳中寻求差异化

路线，寻求突破。

3、公司整体产能情况？

答：公司的产能在持续爬坡，稳步爬升。设备产线的产

能提升需要一个过程，涉及到产业链、人员培训和培养

等方面。公司也在持续的扩招人员。

4、公司单邦双臂设备的效率和良率情况？

答：一台单邦双臂设备的速率为 40K每小时左右，精

度±10μm。该设备良率平均能达到 99.995%以上。

5、坏点返修情况？

答：间距到了 P0.5以下，坏点返修是业内共同的难

点。公司针对该难点已经在努力布局、研发。

6、跟友商设备的对比情况？

答：友商和公司设备主要是固晶方式不同，友商采取针

刺方式，速度较快，对板和芯片排布的要求较高。公司

设备采用抓取方式，精度和良率较高，而且可以实现

RGB混色。

7、公司设备的软件采取怎样的销售模式？

答：公司是整机销售的模式，设备软件免费更新升级。

8、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展望？

答：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倡导“创新、高效、和谐、

务实”的企业精神，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技术创新

为支柱、客户满意为标准”的管理理念。未来公司也将

始终聚焦于主业和客户需求，不断提升能力，助力客户

在其专业领域打造核心竞争力。



9、公司与竞争对手相比，有什么优势？

答：公司的主要优势在于：

（1）公司较早进入市场，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良

好的市场口碑。良好的市场口碑不仅保证了现有客户的

认同和持续合作，还获取了更多客户的关注和合作机

会。

（2）公司较强的研发实力与部分核心零部件自产能

力，使得公司能够快速响应客户个性化需求、加快交货

周期，在提高设备质量的同时，降低了产品成本。

10、从传统 LED进入Mini LED，都有哪些难点？

答：（1）LED显示技术正朝着高密度方向发展，由传

统小间距 LED显示向 Mini LED延伸，对固晶机的作业

速度和精度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Mini LED尺寸微缩化，使得芯片使用量提升，固

晶设备在提升效率的同时，需保证固晶产品保持较高的

良品率，从而进一步对固晶机的核心功能——视觉定位

检测功能的速度和稳定性提出较高要求；

（3）Mini LED 技术目前仍面临研发投入及生产成本过

高的问题，其中，晶片测试、分选等环节消耗成本较为

高昂，仍需不断寻求新的工艺方式以降低生产成本。

11、对全球 LED固晶机的市场规模作何判断？

答： 根据法国 市 场 研究与战略咨询公 司 Yole

Development 发布的《2019 年固晶机市场报告》（Die

Attach Equipment Market Report 2019），固晶机应用按

领域划分，固晶机可应用于 LED、内存、Logic等领

域，2018 年全球 LED固晶机市场规模为 2.74亿美元，

占全球固晶机市场规模比重为 28%。据此测算（资料来

源：Yole,平安证券研究所），LED 固晶机全球规模将

从 2018 年的 2.74 亿美元增加到 2024 年的 3.06亿美



元。

12、预计今年 Mini LED固晶机和半导体固晶机的收入

情况和对未来三到五年的预估？ 

答：预计今年 Mini LED固晶机和半导体固晶机的销售

各有 2亿左右。未来随着客户从小间距 LED不断转入

Mini LED，半导体方面也陆续推出除固晶机以外的其

他设备，预计三到五年内都有望保持 30%到 50%的增

长。

13、Mini LED订单，主要客户是？

答：主要客户是以前积累的客户，从传统 LED转入

Mini LED的布局。公司也在拓展新的客户，助力客户

进入产品验证阶段，期待订单爆发。

14、原材料涨价对公司设备的影响？

答复：钢材、芯片等原材料成本有所上升，但公司设备

的钢材用量占比不大，芯片从原厂提前采购，准备充

足，所以对公司设备的成本影响不大。

15、公司设备毛利率较高，主要优势体现在哪方面？

答：主要是公司设备批量使用自产核心零部件（包括驱

动器、导轨、电机、运动控制卡、高精度读数头以及电

磁阀），实现国产替代，降低成本，提高毛利率。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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