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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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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参与单位名称及

人员姓名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维维

时间 10:30-12:00

地点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路 9号 公司光明工厂二期 307会议室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董事会秘书：王行村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本次调研活动首先由董事会秘书带领调研人员参观了

公司产品展示厅，然后在会议室由董事会秘书向参与调研人

员主要介绍了公司 2020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及生产经营情况

及 2020年下半年的生产经营形势、触控显示行业发展现状

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公司发展战略及未来发展方向等情况，

并进行相关沟通交流，本次调研活动的主要沟通内容如下：

1、请介绍一下公司的主导产品及其主要客户情况。

答：公司的主导产品为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主要应

用于笔记本电脑、一体化计算机、车载仪器仪表等领域，其

中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产品销售收入占整体销售收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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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0%以上，车载触摸屏销售收入目前占比不足 2%，但市

场需求成长迅速。

在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方面，公司已与全球笔记本电脑

出货量前四名的联想（Lenovo）、惠普（HP）、戴尔（DELL）、

华硕（ASUS）以及华为、小米等新兴笔记本电脑品牌建立

起批量供应触摸屏的业务合作关系，并成为客户在笔记本电

脑用触摸屏方面的核心或者重要供应商。

在车载触摸屏方面，公司车载触摸屏的直接客户为汽车

总成一级（Tier 1）厂商，主要包括弗吉亚、伟世通、德赛

西威、长江电子、北斗星通、航盛等，并已与吉利、长安、

长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广汽等汽车整车厂商建立业务

合作关系。

2、请介绍一下公司今年上半年经营业绩同比去年同期

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答：如公司 2020年 7月 10日发布的《公司 2020年半

年度业绩预告》所述，公司预计 2020年 1-6月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亿元至 2.4亿元，同比增长 130.88%

至 151.87%，主要变化原因如下：

（1）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居家办公与在线教育

相应带动笔记本电脑需求旺盛，公司主导产品中大尺寸电容

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主要应用于带有触控功能的笔记本电

脑，其销量及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公司采取各项积极措施，充分挖掘中大尺寸电容

式触摸屏的产能潜力，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能得到较大

提升，相应带来产品单位生产成本的降低，提升销售毛利率；

（3）公司采取生产线优化调整、部分工序自动化改造、

优化生产管理等积极措施，生产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相应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提升销售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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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请问与传统的笔记本电脑相比，触控笔电有何特点

吸引消费者购买？目前触控笔电的销售增长主要来自于哪

些原因？

答：与传统的笔记本电脑相比而言，触控笔电主要存在

以下优点：

（1）带有触摸控制功能，在特定使用场景下操作更为

便利，如：小组讨论报告采用笔电随时随地的实时演示和切

换画面、网页浏览、机场等公众场所等候时间看电影、打游

戏、在线教育的便捷答题和提交，等等。

（2）触控笔电一般采用轻薄化设计，抛弃传统的塑胶

机壳，一般采用金属材质的机壳，触摸屏采用纯玻璃平面设

计，更加便携、时尚；

（3）触控笔电的电池持续使用时间较长，一般达 8小

时左右，对比传统笔电一般持续使用时间仅 3小时，可更好

地满足随时随地商用办公需求；

（4）win 10操作系统默认支持触控操作，消费者对触

控笔电的使用体验接受度日益提升。

根据公司与客户及行业初步了解的情况，今年 2月以来

触控笔电需求持续增长，一方面来自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居

家办公、在线教育的需求增长，一方面来自于 win 7系统今

年停止更新和升级，消费者对 win 10系统日益认可相应带来

商务端（To B）客户（如政府、企业等）对笔电升级换代需

求增长。

上述信息仅供您参考，具体市场变化情况请您多方面找

寻了解产业链相关各个环节的厂商，以便获取更为全面、客

观的市场变化趋势分析。

4、公司目前产品订单需求情况如何？公司产品交付是

否还面临较大的交付压力？公司短期内是否能够提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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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能力？

答：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的

需求短时间内增长，触控笔记本电脑需求相应有一定幅度的

增长，公司主导产品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的需求自 2020年 2

月起逐月攀升。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截止目前，该类产

品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面临较大的交付压力，正在采取积极

措施，努力满足客户的订单需求。

公司目前已采取前段 sensor设备改造、后段添置相应的

设备、生产车间优化布局等积极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现有的产能水平，努力满足客户的订单增长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公司产品订单生产交付客户至客户指定

的 VMI仓库，待客户实际提货后才会形成实际销售收入，

因此，公司产品生产数量与实际形成销售数量可能存在一定

的差异。具体经营业绩变化请以公司正式公告信息为准。

5、公司目前产品订单需求增长主要来自于哪些客户？

后续订单增长的可持续性如何？

答：截止目前，公司主导产品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的

Lenovo、HP、DELL、ASUS、华为等客户订单数量均呈现

不同幅度的增长。

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如后续仍不能得到较

好控制，可能对全球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的正常消费需求带

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自目前至今年 10月份，公司目前产品

订单需求较为旺盛；今年 11月、12月，公司笔记本电脑用

触摸屏订单需求有可能呈现一定幅度的回落。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公司所处行业为全球充分竞争性行

业，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订单需求会随着全球需求市

场的变化而呈现相应的波动变化，上述个人判断仅供参考。

敬请各位投资者谨慎理性看待市场波动变化，公司会努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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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市场变化，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努力应对市场需求

的波动性变化，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具体经营业绩请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

6、公司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的同行业竞争厂商主要是

哪些？公司对比同行业竞争厂商的主要竞争优势体现在哪

些方面？

答：公司的同行业竞争厂商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的宸鸿

科技（TPK）、恒灏（HH）等同行业厂商。

与同行业竞争厂商相比，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如

下几个方面：

（1）公司拥有中国大陆目前唯一一条第五代电容式触

摸屏生产线，对笔记本电脑用触摸屏的切割经济性更好，且

由于大部分采用二手生产设备加部分全新设备，设备投资成

本相对较低，综合具有一定的生产成本优势；

（2）公司具有较强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开发能

力，利用已有的生产线设备，先后自主开发 OGS、OGM、

SFM等多种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产品并实现业内率先批量

生产供应，同时还具有自制盖板玻璃、自制光学功能膜层

（AR/AG /AF）、一体黑工艺技术、全贴合等技术及生产资

源优势；

（3）公司具有相对较好的多品种、小批量产品精细化

生产管理经验，产品良率相对较高。

与此同时，同行业竞争厂商一直在持续努力提升各自的

竞争力，公司也会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保持市场的领

先优势地位。

7、公司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面临 on cell/in cell

等触控显示一体化技术方案多大的威胁？公司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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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on cell和 in cell属于嵌入式触控显示一体化技术，

是将触控传感膜层集成制作在液晶显示屏的上板彩色滤光

片（CF）的表面（on cell）或制作在下板 TFT-Array驱动基

板的上面（in cell），公司由于没有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的生产

资源，因此不具备 on cell和 in cell的生产能力。与公司目前

主力供应的 OGS/OGM结构的全贴合产品相比，主要是少了

一块贴合材料、全贴合加工工序、一块 PCB板（触摸屏与

显示屏共用一块 PCB板），根据产品规格不同，具有不同幅

度的生产成本优势，但与此同时，on cell/in cell结构存在触

控不够灵敏、误操作、支持主动笔效果不好等性能缺点。截

止目前，in cell主要应用于一体化计算机用触摸屏市场，on

cell主要应用于相对低端的触控笔记本电脑市场。如公司在

2019年报所述，公司今年正在积极开发采用单层薄膜金属网

格（OFM）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在触控性能满足客户需求

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与 on cell/in cell基本相当的成本优势，

积极应对 on cell、in cell的竞争，努力抓住触控笔记本电脑

需求增长的相应市场时机。

8、公司发展车载触摸屏的市场定位是什么？有哪些竞

争优势？车载触摸屏主要采用哪些技术方案？

答：公司车载触摸屏定位于汽车前装触摸屏市场。

在车载触摸屏的竞争优势方面，公司拥有电容式触摸屏

自主设计开发能力，拥有涵盖盖板玻璃、电容式触摸屏传感

器面板制作（拥有 G2.5、G3、G5三种世代的生产线）、集

成光学膜层（AR+AG+AF）、触摸屏模组、触控显示模组全

贴合等电容式触摸屏全产业链自制的供应能力，产品质量稳

定优良；公司为车载触摸屏业务组建了专门的团队，致力于

将车载触摸屏业务做大做强。公司凭借独立自主研发设计的

“一体黑”技术获得数家车载触摸屏客户的充分认可，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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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持续投入研发资源，研发出“黑化”效果更佳的

新一代一体黑电容式触摸屏制作工艺技术，可广泛应用于中

高档汽车前装市场的中控台、中高端触控笔记本电脑等触摸

屏产品。

在车载触摸屏的技术路线方面，车载触摸屏对产品的光

学性能、性能稳定性、可靠性和品质管控标准要求非常高，

要求供应商至少保证持续供应车载触摸屏 5-10年（大多数要

求至少持续供应 10年）。公司的车载触摸屏目前主要采用两

片玻璃（G-G结构）触控和采用单片玻璃的 OGS结构触控

技术方案。

9、公司车载触摸屏目前订单需求情况如何？每月出货

量大概多少？今年下半年车载触摸屏市场需求情况如何？

答：自今年 2月至今，公司车载触摸屏订单需求呈现持

续较为旺盛的态势，近期车载触摸屏出货量约为每月 8万块

至 10万块，主要得益于公司车载触摸屏产品项目日益增加

的数量积累，且进入量产阶段的车载触摸屏项目逐步增加，

以及去年至今公司车载触摸屏客户的持续有效开发。公司车

载触摸屏的订单需求良好，8-10月订单需求逐步攀升，至 10

月订单需求可能达到 130k/m-150k/m。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受汽车销量的波动性变化影响，公

司车载触摸屏的销量可能相应呈现相应的波动性变化，敬请

投资者客观理性看待。

10、全球车载触摸屏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公司未

来在车载触摸屏方面有什么样的长远发展规划？

答：随着汽车逐步向电动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的方向

发展，车载触摸屏的市场需求增长迅速。一方面，车载触摸

屏的尺寸规格日益变大，从原来的 7英寸、8英寸为主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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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步提升至 10英寸、12英寸为主。触摸屏的尺寸为对角

线长度，从 8英寸到 12英寸，表面上看尺寸比例为 1.5倍，

实际上触摸屏的面积比例应为 1.5的平方，即 2.25倍，这意

味着在产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品生产的实际需求量相当

于翻倍以上。另一方面，随着汽车日益向电动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汽车的内饰配置逐步向科技化、时尚化方向发展，

车载触摸屏从传统中控台的单屏逐步拓展到双屏（中控台+

仪表盘）甚至三屏（中控台+仪表盘+副驾驶），此外，在后

排座椅、行车记录仪、抬头显示等位置也逐步新增车载触摸

屏的配置，车载触摸屏的市场需求进一步被激发。整体而言，

车载触摸屏的未来市场成长空间广阔。

公司看好车载触摸屏的持续成长前景，高度重视并致力

于车载触摸屏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依托持续技术创新和全产

业链的竞争优势，坚持差异化竞争策略，未来将进一步扩大

车载触摸屏的市场，致力于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的汽车整

车厂商提供长远优质的车载触摸屏供应和性能持续优化提

升的体验服务，努力将车载触摸屏业务培养为公司新的业务

增长点，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

11、公司柔性触摸屏产品的技术开发和市场开发进展情

况如何？

答：为积极满足客户商用笔记本电脑采用 GF2 结构的需

求，公司利用现有的生产设备资源，结合部分关键设备自主

开发设计和制作，自主开发相关生产工艺，采用超薄 PET 等

柔性基板，2019 年已开发出 SFM 结构柔性触摸屏面板并制作

成GMF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模组的样品，已实现小批量出货，

从而达到 Film Sensor 自制和替代 GF2 结构电容式触摸屏模

组的效果，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竞争优势。SFM 及 GMF

结构的电容式触摸屏具备大批量生产能力，公司已开发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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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客户、多款 SFM 及 GMF 结构产品项目，2020 年第一季度小

批量供应，预计 2020 年下半年将逐步批量供应。此外，公

司还开发了可与柔性 OLED 折叠显示屏等配套使用的 SFI 结

构柔性触摸屏面板的样品，目前正在进一步优化样品及制作

工艺，力争尽早具备产品化条件。

12、公司近期是否有较大的触摸屏产能扩充计划？

答：鉴于笔记本电脑的消费群体以理性的办公功能性需

求为主，触控笔电的易用性逐步被更多消费者接受，未来将

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个人判断很难出现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手

机的爆发式增长。如果公司短时间内再新增投资 G5或更高

世代的电容式触摸屏生产线，对应扩充产能至少倍增，在市

场整体规模不会爆发式增长和公司客户规模未获得重大变

化的情况下，则公司将面临较大的产能开工不足的风险，因

此公司暂时没有大规模扩充产能的计划。

不过，基于公司目前及未来几个月面临较大的产能交付

压力，公司一方面通过优化配置生产设备资源和生产工艺，

适度提升触摸屏前段传感器面板（Sensor）的产能；根据笔

电用触摸屏订单需求的增长，公司会适时逐步提升

OGS/OGM/GMF后段模组的产能，以努力满足客户的订单交

付需求。

13、公司未来在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方面还有哪些潜

在的增长点？

答：公司未来会积极努力通过以下措施，努力培育未来

业务增长潜力：

（1）如前所述，公司会根据市场订单需求情况，适时、

适度扩充必要的触摸屏前段和后段产能，有利于提升产品的

销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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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的车载触摸屏产品自 2018年起连年持续快速

增长，对公司的营收和利润贡献将逐步提升，有利于优化公

司的市场结构，提高市场抗风险能力；

（3）随着 SFM结构电容式触摸屏传感器面板自制，再

加上自制盖板玻璃和 GMF结构的触摸屏模组可替代 GF2结

构，公司外挂式触摸屏的产品结构丰富完整，并可大力开拓

技术和经济附加值均较高的商用笔记本电脑市场，进一步优

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此外，随着 OGS/OGM/GMF不同技术

类别的产品结构变化以及 AR/AG/AF/一体黑等光学功能膜

层的技术性能要求不断提升，基于 G5产品线对车载触摸屏

面板更好的切割经济性和不同技术类别的产品定价差异，相

应对 G5产品线的单位产品价值带来不同幅度的提升。

上述综合因素将有利于公司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培

育更多的业务增长点。

接待过程中，公司接待人员与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交流

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没有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

泄露等情况，同时已按深交所要求签署调研《承诺书》。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0年 7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