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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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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湖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1 年

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参与单位及

人员 

通过“全景网”（https://rs.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广大
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四）13:00-16:00 

地点 “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rs.p5w.net/） 

上 市 公 司 接

待人员姓名 
副总裁、财务总监李旭辉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超先生。 

投 资 者 关 系

活 动 主 要 内

容介绍 

 

公司于 2022 年 06 月 16 日（星期四）13:00-16:00 在“全景网”投

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rs.p5w.net）参与 2022 年湖北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 2021 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本次活

动线上交流问答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在浙江子公司扩建 Mini LED 产能，公司目前 Mini LED

是否满产满销？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 Mini LED 投资进度和产能释放情况



符合预期。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你好，公司 650V cascode 产品是否已经开始量产？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预计 2022 年底推出 650V cascode 产

品，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请张总分享一下目前 Mini LED 行业的情况，以及公司 2021

年 Mini LED 的出货情况，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们认为 Mini LED 将带动显示技术的新一

轮变革，苹果、华为等高端客户已经陆续推出相应产品，随着 Mini 

LED 技术不断成熟及成本下降，今后会有更多采用 Mini LED 的

终端产品推向市场。公司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技术和产品端一

直保持紧密合作。公司 Mini LED 产品已应用于主流 Mini LED 

终端厂商的多个重点项目中，海内外客户订单显著成长，产品质

量得到客户普遍肯定。Mini LED 是目前公司业务最重要方向之

一。感谢您的关注。 

4、目前公司在建的项目有哪些？预计什么时间投入使用？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在建项目情况请查阅公司 2021 年报“在

建工程”部分，感谢您的关注。 

5、请问公司目前研发投入情况怎么样？目前主要的研发项目有

哪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研发投入 2.06 亿元，较 2020

年度同比增长 34.8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拥有

专利及软件著作权共 1,042 项，已授权专利 769 项，其中 4 项发

明专利获中国专利奖，正在审核中专利 273 项。目前主要集中于

Micro LED 芯片制程及相关转移技术、紫外 LED、化合物半导体

功率器件等未来战略型研发项目。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6、公司获得了哪些技术专利？专利适用性高不高？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拥有专利

及软件著作权共 1,042 项，已授权专利 769 项，其中 4 项发明专

利获中国专利奖，正在审核中专利 273 项。详情请查阅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上发布的 2021 年年报，感谢您的关注。 

7、公司是否有参与投资理财，目前的投资理财开展的怎么样？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报告期内参与了投资理财，同时也为公

司增加了资金收益。目前公司的理财都已到期，后续公司会根据

实际发展来规划投资理财，感谢您的关注。 

8、公司如何保持扩张规模与管理水平的平衡？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秉持以财务结果为导向，以业务发展为

核心，经营管理中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业务计划并重，通过绩效

体系管理落地具体经营措施。通过对人、财、物细节管理，实现

战略到执行的闭环。感谢您的关注。 

9、公司目前是否还有计划开展回购股份？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自身运营及资本市场情况，采取

相应措施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形象，回馈投资者支持。回购公司股

票属于公司应披露的重大事项，请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

告为准。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0、请问公司今年是否有年度权益分派计划？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年度权益分派计划请关注公司后续在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定期报告及相关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11、公司如何保持自身产品的竞争优势？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立足主业，发力中高端产品推动产品

结构升级。持续战略调整升级，专注中高端产品，加速布局新型

全色系 LED 高性能外延和芯片市场，保持和扩大在 LED 领域的



核心竞争力和龙头地位。与此同时，加强前沿技术储备，夯实公

司长期竞争力。持续完善下一代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布局，加强

如 Mini/Micro、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器件等前沿技术的储备，为公

司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夯实基础，同时为公司新的业务领域提

供技术支持。此外，公司将持续管理创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坚定不移推进优化产品结构战略，完善公司治理和推行精细

化管理，通过战略牵引、组织梳理和流程再造，打造敏捷的流程

型组织和行业领先的管理体系。目前，半导体产业结构趋向大者

恒大，规模优势尤为重要，未来在 LED 芯片领域，蓝宝石领域，

以及先进半导体和器件领域，华灿光电将发挥既有半导体技术优

势，致力于实现“成为全球化合物半导体创新引领者”的发展愿

景。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2、请问张总，公司的氮化镓元器件通过下游公司的验证了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 GaN 电力电子器件外延片已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芯片相关工艺完成阶段性开发，市场方面，已与

多个终端客户公司开展 GaN 电力电子器件应用领域的合作。感

谢您的关注。 

13、《中国制造 2025》提出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公司在此方面是如何准备的？ 

尊敬的投资者，公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持续完善各项环保制度，升级改造环保设备，加快节能减排技术

创新，努力实现节能减排效益最大化。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4、请问公司十四五期间的重大战略目标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国家“十四五”研发计划已明确将大力支持

第三代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未来在 LED 芯片领域，蓝宝石领域，

以及先进半导体和器件领域，华灿光电将发挥既有半导体技术优



势，致力于实现“成为全球化合物半导体创新引领者”的发展愿

景。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5、请问对公司市值管理方面有什么规划和展望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始终专注自身主业发展，围绕公司发展

战略稳健经营，持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内在价值，并积极

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努力创造良好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6、目前公司是否有海外工厂？没有收到疫情影响生产？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无海外工厂，目前疫情防控已纳入

公司常态化管理工作，公司生产运营正常。感谢您的关注。 

17、截止目前 Mini LED 销量如何，同比大涨增还是什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不单独披露 Mini LED 产品的销量，请

您谅解。公司按照规划落实 Mini LED 产品的布局，新产能建设

稳步推进。感谢您的关注。 

18、请问公司是否有计划开展新的业务？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主营业务为 LED 芯片、LED 外延片、

蓝宝石衬底研发和销售，同时公司积极布局第三代半导体化合物 

GaN 电力电子器件领域，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完成的 15 亿定

增项目中有 3亿元投入GaN基电力电子器件的研发与制造项目。

公司新业务开展情况如达到披露标准将会如实披露，敬请关注公

司年报及定增项目进展公告。感谢您的关注。 

19、主业还在亏损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1 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9,362.36 万元，2022 年一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712.92 万元，公司业绩情况请关注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2 年 06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