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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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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国金证券 楼枫烨 卞丽娟

财通证券 洪吉然

参与单位名称及 上海国际信托 张雪娇

德邦证券 罗文琪

人员姓名

朴道瑞富投资 张富绅

涌峰投资 楼韬

领骥资本管理 尤加颖

天堂硅谷资产

时间

2019 年 3 月 12 日

地点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谢元

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杨芳欣先生
公司接待人员姓
名

证券事务代表 陈景山先生
证券事务专员 邝海兰女士
一、活动情况简介
公司相关人员与到访机构人员就公司竞争优势、目前的生
产经营情况和行业环境进行了交流，并参观了公司产品展厅。
二、投资者互动环节主要交流内容
1、公司与小米、名创优品、拼多多等互联网公司合作情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况介绍？
答：公司的强项是“设计+制造”，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可
以发挥公司的优势，实现销售规模增长，同时可以提升公司的
知名度。
公司目前与小米相关单位合作的主要有净水器、电热水
壶、电动牙刷、烤箱等，目前有一定规模的产品主要是净水器，
电热水壶，小米净水器的生产大部分是和公司合作的。公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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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实际上是和小米的硬件公司进行合作，从产品线角度来看还
有合作空间，例如咖啡机、保温杯等，目前已经有几个与小米
协商中的产品项目。公司与小米的合作规模总体趋势是增长
的，不同品类的产品可能会随着小米的政策调整有一定的波
动。
公司目前与名创优品合作储备的项目有 30 多个，预计会
在今年二季度开始投产。
公司与拼多多的合作刚刚起步，处于产品的储备、探索阶
段，目前主要销售的是 Donlim（东菱）品牌的部分新品，量还
不大，未来不排除会投放更多其他品牌产品。
还有一些其他网联网公司比如网易严选、傲基等在合作。
互联网公司销售产品最直接的优势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费
用，这种新兴业态预计未来会有较快增长。
2、小家电国内市场是否有周期波动性？
答：波动性不明显。小家电产品种类繁多，生命周期较短，
新功能和新应用导致新品种层出不穷，产品更新换代速度较
快，国内消费者对西式小家电的需求在提升，但目前西式小家
电在国内重复购买率还不高，随着国内消费者的消费习性的转
变，国内市场未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3、公司国内销售自主品牌及 ODM 订单的比重？
答：公司国内销售自主品牌占比 60%-70%左右，ODM 订单
及其他占比 30%-40%左右。
4、公司国内 ODM 订单的毛利率水平？
答：公司国内 ODM 订单毛利率水平参考公司 ODM 订单的毛
利率水平，主要还要看产品，不同品类的产品毛利率水平不一。
最重要的是看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关键
要保持产品的性价比领先。
5、公司自主品牌定位策略及运作情况介绍？
答：公司的品牌策略是专业产品专业品牌，不同品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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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定位会有差异化。公司目前自主品牌主要是 Donlim（东
菱），Donlim（东菱）定位是大众化、性价比高的生活电器产
品，目前主要销售烘焙类电器产品；公司也在代理海外厨房电
器品牌 Morphy Richards（摩飞）的国内销售，Morphy Richards
（摩飞）定位是中高端生活电器；同时，公司注册了新的咖啡
机自主品牌 Barsetto 及茶电器自主品牌鸣盏，与意大利品牌
Laica（莱卡）合作在国内销售净水器，部分相关产品已上市。
公司总部有专门的品牌管理部进行统筹，公司总裁是品牌
总负责人。不同的品牌产品制造、物流、品牌策划等会共用公
司的平台，推广由不同的专业团队在运作。每个品牌是个独立
的事业部，团队主要是自行培养，还会引进外面的营销人才。
6、国内品牌是否会考虑线下渠道？
答：Donlim（东菱）主要通过电商、电视购物、礼品等方
式进行销售；Morphy Richards（摩飞）在电商、微商、小红
书、抖音等线上渠道及网红渠道都有销售；Barsetto 采取商业
渠道的模式，进驻国内大城市的办公楼、写字楼及大商场等。
鸣盏和 Laica（莱卡）主要也是通过电商、微商等线上渠道进
行销售。
Morphy Richards（摩飞）目前有少部分线下渠道，集中
在高端百货，主要作用是展示及宣传，为线上渠道服务。预计
今年公司的经销商等合作伙伴会在全国投设 1000 多家场景展
示平台。
未来产品渠道考虑会根据产品特性来定，比如健康美容电
器可能会落到美容店、化妆品专柜等，茶系列电器会进入茶渠
道等。
7、公司与 Morphy Richards（摩飞）的合作方式？
答：目前公司与 Morphy Richards（摩飞）的合作方式主
要是品牌代理授权方式，是全国独家代理，签订了长期的授权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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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近期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公司如何应对汇率
波动风险？有没有就原材料做套期保值业务？
答：近期汇率波动对公司业绩影响不明显。一方面公司有
部分进口材料，占比 30%左右，会进行对冲；另一方面公司有
30%左右的新品会综合考虑汇率等因素即时报价；另外，公司
会加大收款力度，加强对汇率变动的分析，运用远期外汇合约
等金融工具来降低汇率波动风险，公司目前已签订 1.5 亿美元
左右的远期外汇合约；同时公司会通过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不
断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议价能力。
公司订单周期较短，产品报价及调价时会综合考虑原材料
价格波动等因素。公司没有做原材料套期保值，但公司会考虑
原材料供求及价格波动情况，做一些战略性采购安排。
9、公司产品如何定价和调价？
答：一般情况下，公司会根据产品竞争情况来设定价格。
每个季度会更新所有产品的产品指导价。在经营情况变化而导
致产品成本变化达到一定幅度时，公司将对产品指导价进行不
定期调整，并根据具体情况启动对原有产品的调价谈判。中小
客户调价周期较短，签订年度合同的大客户周期相对较长。
10、外销市场是否会受欧美经济环境影响？中美贸易摩
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答：小家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作为生活必需品、准快消品，
推陈出新快，单价较低，受经济环境影响不大，公司认为海外
市场小家电需求仍会保持相对平稳增长。
公司出口美国的产品采用的是 FOB 交易模式，由买方自行
清关并支付关税。经公司初步核对，此次美国对华产品征税清
单涉及公司产品较少，影响较小，主要是吸尘器、制冰机等，
按公司 2017 年销售数据测算，两轮征税清单涉及公司产品销
售收入占公司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 3%左右。目前，全球小家
电产能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凭借综合竞争优势，短期内海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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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公司难以找到匹配的替代资源，订单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可能性不大。从公司 2018 年及目前的美国订单来看，
订单流失较少，无明显变化。公司会密切关注后续相关政策变
化。
11、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
答：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占比 30%左右，比较稳定。公司
与超过 1,000 家客户建立了业务关系，拥有覆盖全球的小家电
销售渠道，市场分布较为均衡，对单一地区或单一客户销售不
存在依赖性。
12、公司出口产品订单周期？
答：公司出口产品订单周期较短，老产品一般 2-3 个月（交
货周期一般 30-45 天，回款周期 60 天以内），新产品加上研发
周期 6-12 个月不等。
13、公司产品品类众多，新产品拓展与公司现有产能是否
具有协同性？
答：公司会做有效的延伸。比如电动牙刷的电机，就可以
利用公司现有的电机配件公司的资源，五金、电源线等资源都
可以共用。
14、公司制造分层管理介绍？
答：公司根据产品大类划分不同的制造单元，同时针对不
同群体的客户，把同类产品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对生产
单位进行 A、B、C 厂设计, 不同档次的产品使用不同的生产线,
效率及成本有了较大改善，同时在巩固高端产品市场的同时，
不断扩大中低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提升全方位的竞争力，实
现整体规模的稳定增长。
15、公司是否面临招工难问题？
答：生产员工每年都会有一定的流动性，但随着公司自动
化的提升，公司用工总量不是很紧缺。近几年人力成本每年也
在不断上升，公司会不断提高生产线标准平台化和自动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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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逐步减少人员投入。
16、目前公司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
答：公司目前自动化主要运用在五金件、塑胶件等配件的
生产及检测、包装等环节，同时已经在逐步延伸到总装环节，
公司未来会继续加大生产线自动化投入，实行人机混用，由点
到面，用机器优化工序而不是单纯的替代人工，实现劳动密集
型产业到资本投入型产业的转变。但由于公司订单特点是小批
量多品种，为了满足部分客户的个性化需求，短期内总装还做
不到全面自动化。公司也不会刻意去追求全面自动化，会考虑
自动化投入成本与人工成本比较优势，进行自动化滚动投入。
17、公司的海外订单是否具有季节性？
答：上半年及下半年的销售占比 45%/55%左右，差异不大，
旺季主要集中在 7-10 月。
18、公司 2019 年一季度外销订单情况？公司对 2019 年销
售收入的预期？
答：公司今年一季度出口订单整体比较平稳。预计公司
2019 年外销收入会保持平稳增长。一方面是现有品类的增长，
另一方面是新品类的横向拓展，在巩固既有厨房电器等优势品
类的基础上，向家居电器、健康美容电器等产品线延伸。内销
增速预计会快于外销增速。

附件清单（如有） 无
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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