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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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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见附表） 

时间 2020 年 11 月 12 日 16:30-17:15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李茂洪先生、董事会秘书莫晨晓先生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问题1：请问董事长本次减持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答：本次减持主要是个人资金需求。公司目前经营情况

和产品市场需求比较良好，预计订单能满足未来半年生产能

力安排，预计2020年全年净利润3.3-3.7亿元。减持并不是不

看好公司今后发展，行业发展趋势是比较不错的。 

 

问题2：假如全球疫情和出口情况有所好转后，公司明年

对海外市场是否会有更大的展望？ 

答：公司目前海外市场主要在东欧、东南亚、中东等地

区，未来将会把国外市场作为最重要的市场进行开发。公司

部分产品的性能与欧洲品牌比较接近，而公司产品性价比非

常有竞争力，未来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和产能的释放，具备

逐步替代欧洲品牌的竞争优势，让海外家具企业更多的认可



中国品牌。 

 

问题3：公司未来产能规划？ 

答：近年来，公司各系列产品的产能利用率保持了较高

的水平，产能提升问题尤为紧迫。随着全资子公司玛斯特智

能新厂房A栋今年10月的试生产，新厂房B栋也将于2021年1

月投入使用，新厂区产能全部释放后足以支撑公司整体产能

翻倍。公司将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努力实现业绩稳步发展。 

 

问题4：公司今年上半年毛利率有所下降，未来会采取何

种措施应对？  

答：上半年毛利率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另外公司为

抢占市场份额，加大产品的促销力度，销售价格下降所致，

下半年的市场销售策略已逐步回归正常。另外，公司2019年

收购了子公司四川丹齿，今年也开始逐步采购其生产的减速

机、齿轮等配件，在降本方面也作出努力，预计毛利率水平

将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问题5：公司未来三年的发展战略？ 

答：首先，公司将重点扩充现有产品线的产能，提高产

品产量和质量，满足现有市场需求；第二，公司将进一步丰

富产品线，例如在自动化产线、包装设备、机器人应用等方

面做重点战略布局，已有部分机器人应用项目落地；第三，

公司也会重点考虑将意大利子公司的木门、木窗生产技术实

现国产化。 

附件清单 

（如有） 
 

日期 2020 年 11 月 12 日  



附表： 

序号 姓名 公司 

1 代川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 张超 平安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3 饶玉涵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徐兴科 西藏合众易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 喻银军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陈昊冉 瀚川投资 

7 高亮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韦明亮 深圳望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 赵强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张思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毕慕超 睿郡资产 

12 于化鹏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 吴双 国信证券 

14 刘建伟 申万宏源 

15 田野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 彭翔远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 刘世昌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刘丛菁 银河基金 

19 刘延波 北京高信百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 农冰立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秦亚男 国元证券 

22 熊慧麟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 曾博文 太平洋证券 

24 丁俊 中信资管 

25 马慧芹 天风证券 

26 胡雯矜 三井住友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7 丁志刚 兴业证券 

28 高一丹 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 Wangyang Value Partners Limited 

30 张勋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1 张怡军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公司 

32 孟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3 张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4 陆大千 健顺投资 

35 洪达伟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 田垒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7 董治国 前海开源基金 

38 何肖颉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9 翁善根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0 吴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1 王凡 深圳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 郭倩倩 华安证券 

43 林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4 栾钊 德邦证券自营 

45 张添宝 上海元葵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6 曾啸天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7 缪微莹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8 范桂锋 上海汐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 邢梦醒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 吴丹 招商证券 

51 陈良栋 长城基金 

52 吴伟荣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3 李睿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54 张弢 北京泓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5 周易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6 常宁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7 程建国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8 产滔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9 周佳莹 宝盈基金 

60 和川 国寿资产 

61 张国平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2 倪正洋 西南证券 

63 袁芳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序号 姓名 公司 

64 史余森 北京挚盟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65 王尚博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 郭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7 郑雅梦 中泰证券 

68 杨阳 
Taikang Asset Management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泰康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9 廖瀚博 长城基金 

70 崔莹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1 周丹 海通证券 

72 袁宜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 彭上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 张寓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 许俊哲 上海域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6 张岩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7 于志浩 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8 赵阳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9 冀楠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0 黄维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1 崔逸凡 安信证券 

82 韩诚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3 朱亮 凯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4 沈鑫 健顺投资 

85 张珣 盈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6 刘瑜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7 郑捷 上海翙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8 李飞廉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 季宇 浙江凯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 曾海乔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 陈保国 西部利得基金管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