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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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网络投资者 

时  间 2021 年 4 月 30 日 

方  式 网络问答 

上市公司参会

人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陈敬财先生 

总经理甄荣辉先生 

董事会秘书肖德银先生 

财务总监杨远贵先生 

独立董事杨格先生 

 

 

 

1、问：杨总，目前公司负债率还是比较高的，应收帐款也

高，请问是否存在坏账风险？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重视应收账款的回款情

况，拥有科学良好的管理政策，将坏账风险降到可接受的低



 

 

 

 

 

 

 

 

 

 

业绩说明会投

资者问答 

 

 

 

 

 

 

 

水平。  

2、问：贵司目前为止订单饱满，请问产能是否受限、如何

克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订单饱满，但供应

链的配合有待加强。接下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供应链体系

建设，提升供应链的配合能力，努力提高公司的交付能力。  

3、问：陈总，能谈一下 8500 吨压铸机应用场景吗？这种机

型目前为止是不是算国内外最大了？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暂未生产 8500 吨的

压铸机。公司重视重型压铸机的市场机会，并将向此方向投

入研发力量。据了解，超重型压铸机的应用场景主要为汽车

行业。 

4、问：贵公司很多业务都比较领先，如压铸机业务都

处于全国第一、二的水平，请懂事长关注一下股票里资料再

优化一下贵公司的业务亮点及在行业领军位置，这样有利于

广大股民的了解，也有利于更多资金参与贵公司的发展红

利。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意见和建议，公司将

进一步梳理公司的业务亮点和核心竞争力，让投资者更好的

了解公司。 

5、问：目前印度订单的占比占公司总业务量大概是多少？

占公司海外业务量大概是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印度市场是公司最大的单

一海外市场，2020 年占公司海外业务的比例超过 10%。  

6、问：请问印度医情加剧，会对 2021 年的业绩产生影响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印度疫情爆发，给公司经营带

来了挑战。在公司印度同事的努力下，目前公司的印度业务

有序开展，对公司的经营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7、问：展望一下公司下半年的经营情况。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生产

紧张有序，公司的各项业务有序开展，今年的各项经营工作

按计划有序推挤中。 

8、问：请贵公司压铸机目前市场开拓怎么样，目前贵公司

压铸机最大吨位达到多少了？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的压铸机业务稳居全

国前二，目前压铸机的最大吨位达 4500 吨。 

9、问：公司是一个非常有企业文化，向心力很强的公司，

在机械行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大量的时间，公司也出台很多股

权激励的方式来留住人才，但拿到激励后的一些高管人才也

会因为财务自由而选择离职。公司如何在长期发展中持续培

养团队？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采用多种方式激励员工，

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激励，并为各层级人才提供晋升渠道，给

予更多的发展机会。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0、问：近几年伊之密市占率持续上升，靠的是公司不断投

入创新研发，竞争对手海天、力劲、震雄也不断在创新投入，

公司在创新的路径上和竞争对手有何不同？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发

展的核心竞争力，公司一直以来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公

司在创新方面主要以产品优化及工艺提升等。感谢您的关

注。 

11、问：3D 打印 spaceA 今年小规模量产，明年将会大规模

量产，目前 3D 打印行业是否出现复苏的迹象？该款产品订

单量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SpaceA 柔性增材制造

系统（3D 打印）技术集合多项优势，其制品适用于体育制

品、汽车配件、家电配件、工艺品、建筑等领域，将为工业

制造带来更多可能性。目前公司该产品已实现小额收入。感



谢您的关注。 

12、问：公司海外业务接单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海外业务接单情况较疫

情爆发之初已有明显改善。 

13、问：目前注塑机行业竞争激烈，大中小品牌众多，注塑

机行业是否会在未来几年形成空调中的美的、格力寡头垄断

的局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努力提升自身的各项能力，

不断提升市场份额，争取在激励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优势。 

14、问：印度疫情大爆发，我想请问一下，对公司今年的利

润有什么影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印度疫情爆发，给公司经营

带来了挑战。在公司印度同事的努力下，目前公司的印度业

务有序开展，对公司的经营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15、问：未来 5 年，伊之密要做到全球注塑机 TOP5，从行

业格局看，伊之密的机会来自于行业增长的空间巨大，还是

通过创新研发不断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伊之密以研发立企，坚持以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未来 5 年，公司将继续加大在研发上的投

入，力争实现技术领先的最佳性价比方案提供商的目标，不

断提升自身的市场份额。 

16、问：贵司主要业务是什么，核心技术是什么，增长点是

什么，麻烦说下。谢谢 

   答：尊敬投资者您好!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注塑机、压铸

机、橡胶注射机和机器人自动化系统等。公司的核心技术主

要集中在主机领域，近年来不断开发出多种性能卓越、稳定

性强、性价比高的主机产品，获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

销售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此外，公司还高度重视对材料成型

工艺的研究，近年来研究出包括多组分物料在线配混直接注



射成型技术、聚氨酯与注塑一体化成型技术、微发泡与表面

装饰组合技术、半固态镁合金注射成型技术等多种先进成型

技术。公司接下来的增长点主要包括：一是新的机型有可能

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如二板注塑机、全电动注塑机等；二

是海外市场有可能保持较快的增长，过往 10 年公司的外销

收入保持超过 20%的复合增长；三是原有产品有望进一步提

升市场份额，A5S 注塑机、高性能冷室压铸件等主打产品市

场竞争力强，深受客户好评，有望进一步提高市占率。 

17、问：请问贵司的研发投入情况？ 

      答：尊敬投资者您好!公司坚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高度重视研发，近年来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20 年，公

司研发总投入 12796.52 万元，同比增长 21.64%。感谢您的

关注！ 

18、陈董事长，你好！我是一个公司的长期投资者，长期看

好公司的发展前景，事实上公司的发展也如我所愿。我也很

高兴我的一些建议能被公司采纳，如，调研会不要再与其他

公司比较，不要过多强调公司的周期性。在此我再提一点建

议请考虑，一，不要过多对外宣传公司行业第二，这等于变

相为行业第一做广告，可以把公司在行业中占第一的提出

来，强调某产品的行业第一，既规避第二的尴尬，也可以找

出公司的优势以点带面寻求全面突破。二，把拥有一千以上

的核心技术作为公司标配，在创新研发上不设禁区，不设条

条框框，给研发人员以最大的创新研发空间，把任何小的创

新，任何现在看起来异想天开的想法积累起来，以量变促质

变。三，研发以 5G 技术为支撑的远程操控设备，这个问题

我与公司技术部门探讨过，不再多说。四，出台办法，鼓励

支持研发人员购买持有公司股票，以提高研发人员对企业的

忠诚度和归属感，调动他们的研发积极性。谢谢！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非常感谢您对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技术研发等方面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意见我们会

认真研究，进一步提升相关工作的质量。感谢您对公司的大

力支持！ 

18、问：海外疫情目前还是不明朗，是否会对公司海外业务

造成影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海外疫情仍在蔓延，情况依

然复杂，对公司海外业务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但是，与疫情

之初相比，海外业务已有明显的改善。长期来看，公司看好

海外业务的持续向好发展。 

19、问：目前大宗商品涨价十分严重，是否影响到了公司的

毛利率？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大宗商品特别是钢材价格的上

涨，会抬升公司的生产成本，影响公司的毛利率水平。但是，

目前公司所处行业景气度高，价格竞争压力较小，且公司收

入增长较快，规模效应体现较为明显，费用率下降明显，公

司有信心保持毛利率的稳定。 

20、问：目前公司的订单情况是怎样的状态？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足，生

产紧张有序。截至三月底，公司在手订单超过 13 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感谢您的关注！ 

21、问：目前注塑机品牌众多，行业竞争激烈，但是头部已

经形成，公司如何看待未来的的竞争格局？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注塑机品牌众多，行业

竞争激烈，但是近年来公司在注塑机板块的表现非常出色，

一直以优于行业的速度良性发展，公司有信心、有能力在接

下来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不断提高公司的市场份额。 

22、问：公司后续是否还有减持的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暂未收到相关股东的减

持计划。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充满信心，



上市六年多来，从未减持过公司股份，反而通过二级市场增

持、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等方式增持股份。感谢您的关注！ 

23、问：在 5g 竞争格局方面，目前公司合作的下游公司订

单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裕，一

季度在手订单高达 13.3 亿元，其中 3C 行业的订单有 2.8 亿

元。 

24、问：3D 打印的新方案，预计何时能够正式落地，公司

给的预期增长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3D 打印方案集合多项

技术优势，目前公司该产品已实现小额收入。公司会认真做

好自身经营，以更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 

25、问：SpaceA 柔性增材制造系统目前的一个推进过程是怎

样？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 SpaceA 已经定型

并实现小额收入。公司会认真做好自身经营，以更好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感谢您的关注。 

26、问：目前公司超大吨位的机器制造的研发过程如何，何

时能面向市场？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正在研发 8500 吨

两板式注塑机，并会按客户要求按时交付使用。感谢您对公

司的关注。 

27、问：公司未来 3 到 5 年的一个生产经营规划是怎样的？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未来三年，公司将持续通

过产品、运营和全球化三大战略的实施，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提升技术水平，建立欧洲中位水平的整体解决方案能力，建

立世界级的高效运营系统，保障技术方案落地最佳性价比成

本，成为所在领域技术领先的最佳性价比方案提供商。感谢

您的关注。 



28、问：公司目前是否有扩大产能的计划？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五沙第三工厂、印度

工厂的建设有序开展，建成投产后将大幅提升公司的注塑机

产能。感谢您的关注！ 

29、问：4500T 的客户目前占公司的比例有多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公司销售一台

4500T 的压铸机，占公司整体比例较小。 

30、问：5g 方面公司未来有没有新的布局？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5G 是公司注塑机、压铸机

的主要应用场景之一，公司的注塑机和压铸机能较好满足 5G

行业相关客户的需求。接下来，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相关设备

的性能，更好的满足 5G 行业客户出现的多样化需求。 

31、问：压塑机的毛利率下降速度很快，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压铸机下游汽车市

场低迷导致压铸机价格压力较大；受疫情影响，较高毛利率

的压铸机海外市场销量下降，拉低了压铸机整体的毛利率。

今年汽车行业回暖，压铸机的海外销售恢复，毛利率有所回

升。 

32、问：公司对 2021 年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新的业绩增

长点？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 2021 年的目标是继续保

持收入、净利润的较快增长。目前，公司的在手订单充足，

为全年业绩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公司将组织好生产，不断提

高交付能力，力争实现更好的经营业绩。公司的新产品二板

注塑机、全电动注塑机等有望成为公司新的业绩增长点。 

33、问：公司上游采购价格是否存在波动较大的情况，公司

如何控制成本？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上游采购价格长期来看基

本保持稳定，但近期大宗商品如钢材等波动较大。公司与供



应商长期保持着较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价格波动的极端

情况。同时，公司不断提升运营效率、不断优化产品成本结

构、不断提高产品的合格率、不断降低费用率水平，从多维

度合理控制成本。 

34、问：公司有没有新的一轮的再融资需求，来扩大公司的

成产规模？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公司的五

沙第三工厂、印度工厂正在建设中，资本开支的需求较大，

公司将对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银行融资进行评估，采用最佳

方式筹集资金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35、问：公司在未来产品研发投入中，是否还是继续保持 2020

年的增长态势？ 

答：尊敬投资者您好!公司坚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高度重视研发，近年来研发投入逐年增加。2020 年，公司研

发总投入 12796.52 万元，同比增长 21.64%。未来，公司将

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感谢您的关注！ 

36、问：公司认为目前的销售费用未来能否有压缩的空间？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随着公司的销售规模的扩大，

销售费用会进一步加大，如果公司保持较快的收入增长，规

模效应会有所体现，销售费用率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1 年 5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