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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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及人员姓名 国盛证券 宋嘉吉 黄瀚 邵帅 赵丕业
安信基金 徐黄玮

北大方正人寿资管 孟婧

碧云银霞投资 柯伟
大家保险 张欣露
东吴基金 陈军

博时基金

柏正奇

东方基金 何舒阳

创金合信 郭镇岳 寸思敏
东海基金 杨红

方正富邦基金 陈奕君

高毅资产（上海） 谢鹏宇

北信瑞丰 石础

富舜资产 陈洪

光大永明 刘奇

光证资管

沈吟

国都基金 黄翱

国君资管 杨坤

国融基金 李睿阳

国寿资产 杨琳

国泰基金 王茜

国投瑞银

国信自营 刘彬

海富通基金 陈林海 施敏佳 范庭芳 彭志远 刘海啸

恒越基金 冯浚瑒

横琴人寿 郭雅绮

弘毅投资 刘迪恺

弘毅远方基金 赵阳

华夏久盈 刘强

宫永建

伍智勇

弘康人寿投资 王东
华夏基金

华夏未来 褚天

郭琨研

汇丰晋信 骆莹

建信基金 刘博生

建信理财 汪径尘

交银施罗德 电话会议室

金鹰基金 吴海峰

进门财经 杜南青

尚书培 景顺长城基金 郭琳

九泰基金 何昕

谭劭杰

翎展投资 刘红

民生加银 王凤娟

明亚基金 陈思雯
平安基金 李鑫

南方天辰 田鲁

翟森

融通基金 杨泠枫

竣弘投资 陈翔

明河投资 姜宇帆
诺安基金 蒋澍

浦银安盛基金 范军 前海开源基金 魏淳

上投摩根 陈谦怡

太平资产 张弘 邵军

宽潭资本 周天羽

朱晓龙 韶夏资本 楼倩

泰信基金 吴秉韬

同犇投资 李智琪

彤源投资 郭磊

新华基金 王永明

鑫元基金 张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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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治基金 陈付佳

西部利得基金 王邵哲
信诚基金 王睿

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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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泰基金

刘跃

星云投资 姜国平

兴全基金 沈安妮

易米基金 崔健

银河基金 江宇昆

祝建辉

张海啸

长盛基金 张磊

长信基金 黄向南

招商资管 吴彤

何怀志

中金基金 汪洋

中金资管 朱剑胜

中银基金 李思佳

王磊

孙会东

银华基金 方新一

永赢基金 黄韵

中信建投基金 周紫光

兴合基金 候吉冉

友山基金 孙九苏

英大保险 石晴川
长江资管

吴畏

招商基金 贾仁栋

中车资本 秦岭

中庚基金 谢钊懿

中融基金 杨鑫桐

中信资管 罗毅超

中信自营 刘志清

中银证券资管 肖宛远

中邮人寿 朱战宇

时间

2022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 点到 11 点

地点

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接待人员姓名

副董事长杜国彬 董事会秘书黄敏
一、交流环节：
1、公司从传统制造业转向物联网领域，是经历了怎样的转折？
答：坚守以蜂窝网络技术研发和成果转换为核心竞争力，以研发驱动技术、以技
术带动市场的长期战略方向的初心，公司经历了从 07 年的传统制造业到物联网的
战略转型和蜕变。虽然公司 07 年成立的时候是传统制造业，但实际上是早在 2012
年开始，就基于高通平台开始做 4G LTE 模组和数据类产品，当时也是国内最早一
批做 4G 通信模组和路由器类产品的中国厂商；随着 IOT 市场对于蜂窝网络技术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以及智能操作系统、智能 AI 算法、5G 高速 FWA 解决方案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公
介绍

司更加坚定并且加大在物联网业务的投入，并同时剥离了传统的模具开发与制造
的业务，全身心的投入到物联网产品的技术研发中。

2、面对业内的其他友商，公司如何实现弯道超车？美格做物联网业务的核心竞
争力是什么？
答：其实不存在所谓的“弯道超车”，我们只是坚持了公司对于产业的判断和对技
术的执念，坚守了公司管理层制定的技术发展路线，在物联网产业大发展的背景
下，一步步走出来。
4G LTE 通信和安卓操作系统的普及，改变和实现了传统行业的网络化和信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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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美格凭借研发团队在蜂窝通信协议尤其是 4G/5G 新一代通信技术、安卓系
统底层开发、典型应用场景下解决方案的能力、保姆式高品质服务，支持千行百
业的客户进行数字化的改造和信息化、智能化的升级。
未来，我们始终坚持标准模组和解决方案两条腿走路，以前瞻的技术赋能产业升
级、用高性能的产品引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推广方面，我们坚持以标准
模组为载体，将通信链接技术渗透到千行百业，提高社会效率；同时，针对技术
门槛高、大颗粒大行业的应用场景，我们更坚持一站式解决方案的技术推广策略，
加速万物互联到万物“智”连的下一代产业升级，加速智能化社会的转型。
随着 IOT 行业的快速发展，模组行业在过去几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当安
卓操作系统向行业应用渗透时，就产生了集成操作系统和无线通信功能的智能模
组。在前几年，我们首次提出智能模组的概念，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但是
现在，智能模组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名词，也成为美格的产品标签。智能模组就是
把基于解决方案来做产品的思路带入物联网行业中来。
我们坚定看好通信与操作系统的融合、通信与智能计算融合、通信与感知的高度
融合以及通信与智能路由的无缝融合等大趋势，会继续做好智能模组产品开发，
不断推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智能模组产品。

3、市场认为华为给了我们很大的机会，公司如何看待？
答：在 2014 年跟华为合作之前，我们就已经在给日本运营商提供完整的 3G/4G 路
由器解决方案，在 2012 年左右，国内能直接给日本运营商提供 4G/LTE 路由器产
品的企业，还是凤毛麟角。华为选择跟我们合作，也正是基于我们的深厚的技术
功底和日本运营商对通信企业高门槛的准入的经验认可。与华为合作近 10 年时
间，我们不断学习华为的研发、管理和体系流程，从设计研发、项目管理、品质
管理等方面的研发体系经验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具备了服务世界级客户的体
系和能力。华为一直是公司十分重要的客户，我们也将一如既往，为包括华为在
内的世界级客户，提供一流的技术和产品。

4、我们主要的下游市场，包括车载、POS、5G，怎么看待各自的增长潜力和市场
竞争格局？
答：5G 是一个新的时代，每一次通信技术的升级，都会带来很多产业的升级和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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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很多崭新的商业机会。这两年一方面全球疫情的影响，一方面 5G 网络商业化进
程的加快，造就了在线经济迅速崛起，AR/VR、元宇宙等正在加速改变社会的沟通
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会改变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同时，半导体行业近 10 年
以来高速发展，制程从 40 纳米到了今天的 4 纳米甚至 2 纳米的高速迭代，也带来
半导体硬件产品成本下降的速度超越任何一个时代。 需求井喷式的增张，技术升
级带来的硬件成本的迅速下降，使我们越来越看到，5G 将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机
会。我们内部会始终关注 5G 产品在公司整体营收中的变化和 5G 产品成本每个季
度的优化，时刻把握住 5G 发展带给整个社会的红利和带给公司的红利。比如说在
汽车板块、FWA 板块、工业路由器板块，新零售板块，元宇宙直播行业等 5G 产品
的落地是我们对销售的核心考核指标。

5、车载市场 4G 切 5G 的驱动力是什么？我们目前布局智能座舱域，未来还在车
上考虑别的应用吗？
答：新一代的智能汽车对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本地智能和网络智能，这两块是
是相辅相成。只有网络的加持才能使本地的车更智能，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的
原动力。同时，汽车它是一个长生命周期的产品，新的这一轮智能汽车从落地交
付给车主开始，整个生命周期之内，会面临着 2 至 3 次的硬件迭代和 10 次以上的
软件 OTA 的升级。在迭代过程中间，大家对未来信息实时性、大数据下载能力、
V2X 带来的车与车及车与路的低时延的信息交互、智能驾驶等多方面的通信能力
要进行硬件预埋。汽车作为一个特殊的智能终端，对 5G 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在近
期，我们会在智能座舱里面，把高算力产品和高传输速率产品有效结合起来。在
高级别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方面，我们目前也在积极探索。

6、零售市场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像 POS 这些产品，这块占我们
的营收比重也不低，我们如何看待这块市场？
答：公司的零售业务，80%的终端客户和应用场景都在海外，目前海外整个市场已
经回归到正常，市场需求没有受到影响。
7、基带芯片主要的供应伙伴是哪几家？
答：目前我们整个基带芯片的产品布局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完整：在中高端产品上
面，我们主要采用高通方案，高通在基带芯片上仍然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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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产品上，美格积极与国内芯片厂商进行合作，我们与海思、展锐、翱捷、移
芯在不同产品类型上均有战略合作。

8、4G/5G 下游应用领域还非常多，我们是怎么选择做哪些市场，不做哪些市场的？
我们在考核销售或市场部门的时候，是主要考核收入端还是考核利润端？在 4G
和 5G 并存的局面下，技术和市场的重要性，是否有差异？
答：在选择市场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看整个行业的容量和前景，接着看我们的
产品与行业场景是否能有效结合，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否能提高行业的效率或降低
行业的方案成本。针对 5G 行业来说，最大的应用场景是手机，接下来是 FWA、汽
车，以及工业互联网。针对这些不同的市场，我们有对应的不同形态模组和解决
方案，比如 FWA 方面，我们做解决方案或者整机；在汽车板块，我们做智能座舱
模组和 TBOX 解决方案；对于工业路由器我们提供 5G 模组和参考方案。
关于研发资源和产品线管理方面，我们按照 IPD 的流程在走，内部分不同的产品
线进行产品规划和产品管理；对于销售端，侧重于营业收入考核，对于产品线，
侧重于利润考核。
在 4G 产品推广上面，考虑到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市场推广因素的影响可能稍微大
一点；从 5G 产品推广策略看，技术门槛和技术领先性更偏重些。细分到具体产品
上看，比如智能模组产品线，对于安卓系统和 AI 算力的理解以及场景解决方案，
又会更多。这个还是要结合具体场景和产品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9、疫情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怎样？
答：目前来看，对上海研发中心的研发效率有一定的影响，但基本可控。生产方
面我们主要在深圳和杭州，目前基本不受影响。客户和市场需求，尤其是海外客
户需求方面，影响不大。

10、2021 年的毛利率有所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下游传导的议价能力怎么样？未来
的研发费用是怎么规划的？
答：2021 年毛利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上游芯片的涨价。供应链涨价可以给客户传
导一部分，但需要一个周期。
美格是一家以技术为导向的公司，我们对于研发费用是上不封顶的，只要产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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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明确的产品需求和明确的技术迭代路线，只要研发费用支出是合理的且有市
场前景的，我们不会去压制研发费用的投入，但每一笔研发费用都要经过经营管
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核。从今年来看，随着 5G 的成熟，尤其是我们 5G 毫米波这类
产品海外运营商的发货，这两年对于 5G 技术的储备和投入会开始转化为产品和营
收，从而带动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提升。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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