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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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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高远

国泰君安资管 金润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平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君平

国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志鹏

中信建投 吴思农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宁宁

北京黑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朔宇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金贵

上海景约投资问有限公司 张轶乾

景泰利丰 邹因素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楷宁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祁善斌

西部证券 雷肖依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宋易潞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旭明

中金公司 刘莹莹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韩硕果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廖欢欢

景泰利丰 吕伟志

中金公司 韦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建明

红土创新 陈若劲

上海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刁恒之

Lazard 卢盈文
Mighty Divine Kiara
新疆前海联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程卉超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亮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崔恒旭

世诚投资 彭希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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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李波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广哲
Fidelity International Sherry Qin
彬元资本 罗凯

高盛资产管理 Amy Ji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思華

石锋资产 章贤良

中融基金 汤祺

上海汇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余芃

红土创新 杨一

Schroders施罗德投资管理 Maggie Zheng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汪程程

上海景约投资问有限公司 安惊川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哲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远鸿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翟旭

深圳清水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谢华

国信研究所贺平鸽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杰

香港 ToonaTreeCapital HaoDing
上海雷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郭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程刚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贾迪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连骁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郭东谋

淡水泉 陆畅辉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刘伟林

Marshall Wace 朱骏亮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北京座机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郭堃

渤海证券自营部 田明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蔡望鹏

万联证券 黄超

每利投资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杨玉顺
Taiping Jessie
福建省德丰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恒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卫党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于航

国寿安保 闫阳
Fidelity International Lynda Zhou
中国工商银行科创中心 李楠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孙祺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鹏宇

深圳景泰利丰投资公司 何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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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远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刘广旭

国信机构 刘婷

诺德专户 黄伟

群益投信 Vincent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王博瑞

中金公司 胡誉镜

中信证券 李景涛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侯嘉敏

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晓辉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骆志远

中信证券 王诗宸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世卿

新活力资本李程

PAG 赵晟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卢纯青

个人投资者陈斌

榕树投资 李仕鲜

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明

相聚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白昊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姚鹏

Octorivers 张诗扬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韩旭鹏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缪东航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继圣
FIL Theresa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熊俊

盈科资本 洪绘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蔡丞丰
XUJIN Li Kunyu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王晓岩

弘毅投资 刘炜

弈慧投资/高维基金 王佳鑫
Rays CapitalWillow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张航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蔡春根

苏州艾微视赵芳

景林投资合伙人 蒋彤

千禧资本 Henry
长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崔甲子

圆信永丰 党伟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常远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元海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王浩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孙晟

中信建投 程似骐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刘祎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钱亚婷

汇丰 徐犇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闫思倩

新华 候淳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鹏扬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肖威兵

Schonfeld 陈昺见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马少章

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孙博睿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岳苗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丁靖斐

马来西亚国库 Cui Pengxiang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克飞

方正富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丽江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刘博生

大成基金 郭东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陈虎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瑞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邵荣华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卫林

中信证券 简志鑫

Schroders施罗德投资管理 孙雨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闫阳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玉杰

诺德基金 周建胜

前海联合基金 张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杨卓成

Ginkgo Capital 张国贤

时间 2020年7月15日15:30-16:30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公司董事会秘书：章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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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答： 公司拥有完善的产品结构以及全面、深厚的的技术和经

验积累，具备较高的整体解决方案开发能力，能够提供更加复杂、

更加统一、以及更多交互的整体解决方案。同时，高水平的制造

能力、质量把控能力等，共同构成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

信息娱乐系统作为公司长期以来的核心业务，具备国际领先

的竞争力。根据全球知名的市场调查机构IHS公司发布的报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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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2019年德赛西威的信息娱乐系统产品销量排名全球第15名，

在国内自主品牌排名第1名。

2、公司智能驾驶业务的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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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近年来的研发投入情况？

答：公司近年来保持较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主要投入到智能

驾驶、网联服务和智能座舱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公司同时着

力推进新技术、新产品的落地量产，提升研发投入的效益。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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