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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8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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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þ线上会议           ¨其他

参与单位及人
员

120+家投资机构及相关人员（详见附件 1《与会人员
清单》）

时间 2022年 1月 24日 15：30

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厚军

证券事务代表：王俊颖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Q：分析一下公司2021年主要经营情况

A：1.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8,000万到8,150万，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

加2,628.95万元到2,778.95万元，同比增长48.95 



%到 51.74%。

2.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600到 7,75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2,567.15万元到2,717.15万

元，同比增长51.01%到 53.99%。

全球芯片荒对公司的业绩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公司的

基本面没有变化，成长的逻辑没有变化：1)市场容量

没有改变;2)公司的行业地位不断提升，竞争格局不

断优化的趋势没有改变;3)战略与成长路径没有改

变：重视并依托研发、品牌、渠道，实现国内替换、

全球替换，这一战略没有变化；策略上，采取研发一

代，销售一代，储备一代的策略，依托全球化的品牌

和渠道，利用技术创新，一方面不断推出新产品，抢

占新的市场；同时对原有产品持续升级优化，提升产

品竞争力，扩大现有市场份额;4)报告期体现出来发

展趋势没有变化。

Q：自研芯片情况如何？
A：公司开展高速 ADC芯片和4GHz数字示波器前端放
大器芯片的研发，其中高速 ADC芯片拟采用多芯片交
织技术方案，公司将通过招聘相关人才进行自研或采
用和有相关高速 ADC设计经验的团队通过合作开发的
方式完成芯片设计，后续流片及封装测试委托其它厂
商完成。4GHz 数字示波器前端放大器芯片由公司外
购裸芯片采用 SIP多芯片封装的技术方案，公司进行
芯片的电路设计，后续芯片封装设计、散热设计、封
装制造及测试由封测厂来完成。

Q：产品是标准化的吗？
A：是的。

Q：收入上，国内国外占比分别是多少？
A：具体数据会在本年度报告中进行披露。



谢谢！

附件 1《与会人员清单》

公司名称 姓名

嘉实基金 延健磊

深圳博普资产 雍国铁

北京真科基金 曾科技

国联证券 刘斌

中庚基金 潘博众、张传杰

翀云投资 俞海海

国寿安保基金 孟亦佳

汇添富基金 马翔

健顺投资 FrankLiang

易方达基金 何崇恺

君正投资 谢威

农银 梦圆

TRP 方舒

上海歌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阮辽远

五地投资 石康宏

创金合信基金 王先伟，周志敏

昭图投资 王子杰

集元资产 朱彦頔

平安基金 王文豪、张荫先

淳厚基金 吴若宗

中信建投资管 刘石

交银基金 少成

华商基金 刘力

前海开源 吴思源

银泰证券 MichelangeloGuo

建信基金 黄子凌，王东杰，江映德，赵荣杰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 汪洋

浙江宽华投资 张陆

瓴辉战略投资 Marsh Lie

易方达 贾健

财通证券 张苏

才华资本 丁宁

中融基金 甘传琦

上海勤远私募基金 文琦



泰旸资产 郭一鸣，祝景悦、刘天君

富国基金 崔宇

深圳市尚诚资产 黄向前

望正资产 Marvin，旷斌

千合并购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徐新建

中信证券 万瑞钦

上海彤源投资 薛凌云

工银瑞信 马丽娜，huzl

中银基金 张欣仪，shuai.wang

嘉实基金 归凯，翟放，陈俊杰

华安证券 张旭光，袁子翔

财信证券 肖德威

德邦证券 王俊之，凌欣洁

农银汇理 李蕾

百济投资 张菁

中银国际证券 张岩松

长信基金 沈佳，孙玥

泰康资产 奚佳

聚合资产 邓梅

景顺长城基金 李进

广发基金 冯骋

银华基金 杜宇，郭磊、刘一隆，魏卓，张珂，邵子豪

博鸿投资 蔡成吉

国投瑞银基金 马柯

盘京投资 王莉、石坚

上海赋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根

浙商证券 吴若飞

大象资产 邬丹妮

北京高信百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延波

太平基金 田发祥

国海证券 何昊

博普科技 杨扬

惠升基金 王矗，彭柏文

浙江益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潘其昊

太保资产 王喆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姚明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万科麟

华创证券 刘汉轩

中再资产 姜通晓

上海璞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魏来

誉辉资本 黄健

国盛证券 佘凌星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邵宽

诺安基金 张伟民、杨靖康

工银瑞信基金 张玮升，刘展硕

拾贝投资 陈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力思

北京乾和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哲

凯石基金 陈晓晨，吴雨

合正投资 刘喆

准锦投资 戴德舜

平安证券 高小东

趣时资产 滕春晓

兴全基金 李扬

伟星资本 班梅

青骊资产 李署

博道基金 吴子卓

光证资管 尚青

安信证券 赵稼恒，赵阳

深圳惠通基金 安小涛

混沌投资 孙宁，朱宇轩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崔梦阳

上海雅策 王亮

宽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唐春华

银叶投资 崔健

中信建投证券 刘石

中融鼎投资 吴函亮

民生加银基金 孙金成

上海赋格投资 朱明瑞

拓璞基金 邹臣

Keywise 宗佳颖

人保资产 汤祺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张子豪

中金公司 朱镜榆，薛辉蓉

国寿养老 刘崇武

招商证券 程鑫

华美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颜滨

蓝藤资本 胡敏行

上海鹤禧基金 司岩

中邮人寿保险公司 朱战宇

广发证券 周静

好奇投资 欧阳潮

融泓嘉毅 张旭

上海勤远投资 朱天承



大成基金 魏庆国

泰达宏利基金 孟杰

广东竣弘投资 陈翔

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刚

创富兆业 崔华钦

弘酬投资 梁夏

国盛证券研究所 申浩然

北京遵道资产 杨增飞

南土资产 王卓尔

上海健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常启辉

国元证券 耿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