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技术：

给出行装备做减法

证券时报记者 张梦桃 仁际宇

现代人出门必备三样物品：

手机、钱包、钥匙。 但未来有可能

一部普通的手机就可全部替代。

国民技术（

300077

）这家高新技

术企业，正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出

行装备做“减法”，引领着社会的

进步。

安全芯片、 移动支付以及通

讯类芯片是国民技术的三大业

务。在“境外投资者走进上市公司

之国民技术”活动现场，记者了解

到，在技术研发方面，国民技术已

在国内芯片厂商中处于领先地

位。其中，公司的通讯类芯片正依

托于

4G

业务的发展， 前景开始

逐步显现。

“目前来讲，

TD-LTE

（

3G

标

准

TD -SCDMA

的后续演进技

术）设备方面已经成熟，如果整

体产业链有相关政策的配合，

2013

年

TD-LTE

的国内市场规

模至少是

2012

年的

10

倍

~20

倍。 ”国民技术副董事长兼总经

理孙迎彤在此次活动中向投资

者表示。

据介绍， 国民技术支持多模

式多频段的

TD-LTE

终端射频芯

片已量产并小批量出货。

2012

年

四季度， 中国移动完成首批

LTE

终端招标工作， 国民技术共

4

款

产品成功中标数据卡模组、

CPE

模组。

针对市场提出的

TD-LTE

研发投入资金需求大的质疑，

孙迎彤打消了投资者的疑虑。

他说，“公司目前承担了国家重

大科技专项， 这便有了一定的

资金支持。 并且， 现阶段

TD-

LTE

市场的毛利率较高，加上今

年的市场容量将会明显高于去

年， 我们认为除了覆盖研发支

出，还会有一定盈利。 ”

虽然， 此前广受市场关注

的

2.4GHz

无线射频信号识别

技术未能被确定为金融行业的

移动支付标准， 但国民技术并

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优势技术。

“我相信

2.4G

技术仍有较广阔

的应用领域及应用空间。 ”孙迎

彤说。

孙迎彤介绍， 深圳已发出

2.4GRFID-SIM

卡近百万张，国民技

术正在立足于“手机深圳通”应用的

基础上，努力开拓哈尔滨、青岛等其

他市场。 去年

12

月，哈尔滨电信已

经正式发售

2.4GHz

的手机

SIM

卡

用于公交系统。此外，公司也正在努

力以各种方式开拓下游应用市场，

公司

2.4GHz

的移动支付技术，除了

移动支付方面，在门禁识别、短距离

无线控制、 信息传输等领域都有着

广泛应用。

据悉，国民技术今年的发展重

点，还包括安全芯片产品。

2012

年

第三季度，国民技术安全芯片类产

品实现营业收入

3898

万元， 占据

公司营收比例

46.9%

。

国民技术董秘朱旭表示，

2

月

25

日， 国民技术的一款智能卡芯

片通过了

EMVCo

认证，成为目前

唯一一家通过该项认证的中国芯

片企业， 全球也仅有

9

家芯片厂

商获得认证。 这意味着公司安全

芯片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公

认的高等级水平， 具备了向国际

金融支付领域供货的资质。

“公司金融

IC

卡随着市场的真

正进入， 今年底到明年应该会有比

较好的业绩表现。 ”孙迎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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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者组团探访A股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张梦桃

日前，深交所举办了首次“境外投

资者走进上市公司”活动，邀请了

20

余位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QFII

）代

表、

QFII

投资顾问、境外指数机构、专

业协会机构及港澳台个人投资者访问

交易所和上市公司， 面对面了解交易

结算和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在此次活动中，深交所及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工作人员就

QFII

制度

最新进展、服务境外投资者、境内港

澳台居民开通

A

股账户等境外投资

者广泛关心的话题对参与活动的境

外投资者进行了介绍，并解答了相关

问题。 活动中，境外投资者参观了华

侨 城

A

（

000069

）、 大 族 激 光

（

002008

）、国民技术（

300077

）三家深

市上市公司，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就

公司运营现状、战略规划等进行讨论

交流。

在与境外投资者的交流中， 深交

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境外投资者

是深交所的重点工作之一。此前，深交

所在网站、 信息沟通等方面针对境外

投资者也做了一些努力。 通过此次活

动，希望跟境外投资者多沟通，听到大

家的建议和要求， 以便我们能够提供

针对性的服务， 最大程度切合境外投

资者的需求。 ”

据悉，

2012

年

9

月， 在中国证监

会的组织下，深交所赴欧洲向主要长

期机构投资者宣介

QFII

制度，同时听

取境外投资者对

QFII

制度及中国资

本市场的意见、建议。 结合上述境外

宣介的经验，深交所针对性地完善了

境外投资者服务体系，设立境外投资

者信箱；完善英文网站，强化适合上

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即时翻译和

英文信息披露，在英文网站设立上市

公司财务指标查询体系；成立境外投

资者服务小组，研究相关交易结算制

度改革，不断满足境外机构和个人投

资者的需求。

目前，深圳市场

QFII

持有流通股

市值已有

684

亿元，占比

1.33%

。深交

所上述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是深交

所探索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一

项全新尝试， 希望借此增进境外投资

者对深市公司的了解， 提升上市公司

境外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在活动中， 深交所投资者教育中

心有关人士向境外投资者介绍了深交

所全方位多渠道投资者教育和服务，

包括视频股东大会、 互动易、“走进上

市公司”、“走进证券营业部”等系列活

动。 而深交所策划国际部有关人士则

向与会的境外投资者介绍了深交所近

年来的发展状况和特色。

参与此次活动的部分境外投资

者代表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以前

境外投资者集体调研上市公司的机

会比较少， 深交所举办的这个活动

拉近了境外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联

系，也为让更多境外投资者了解、投

资深市上市公司打下了基础。 部分

境外投资者则表示， 希望深交所继

续加大活动的举办力度， 让这项活

动成为境外投资者和深市上市公司

之间的长效桥梁。

� � � � � �

编者按：2012 年以来， 深圳证券交易

所已面向境内投资者开展了多次“走进上

市公司” 活动，受到广大投资者欢迎。为了

强化对境外投资者的关注，不断完善服务

机制，深交所近日举办了首次“境外投资

者走进上市公司” 活动。

大族激光：

不会被“激光”束缚

证券时报记者 仁际宇 张梦桃

凭借着在苹果智能手机、 平板

电脑等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大族

激光（

002008

）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资

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不过，在此次“境外投资者走进

上市公司”活动中，大族激光表示不

会过度依赖单一高端客户， 未来不

会被“激光”束缚。

大族激光是一家通过深圳高交

会找到资本与技术的结合点， 从而

成长起来的高技术企业。

资料显示，

2012

年，大族激光与

其高端客户的相关业务， 主要是包

括激光打标，焊接、切割，还有量测

设备，整个金额约为

16

亿元。 根据

大族激光此前公布的业绩快报，公

司

2012

年全年营收约为

43.3

亿元，

也就是说， 其高端客户的采购占到

了大族激光营收总额的近四成。

对此，大族激光副总经理、董秘

杜永刚表示，“大族激光不会依赖于

一家客户。 在消费电子行业里，只要

需要用到金属件的焊接和打标，大族

激光都是最有竞争力的公司之一。 ”

事实上， 大族激光也确实没有

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记者了

解，

2013

年以来， 三星电子也在向

大族激光采购设备， 而且大族激光

也已专门设立了一个针对三星电子的

大客户服务团队。

对于靠激光打标起家的大族激光来

说，更大的挑战是希望自己不要被“激

光”两个字束缚住手脚。 杜永刚说，“从

公司现在发展的思路和布局来看，我们

已不单单局限于激光的应用。 大族激

光最终的定位应该是成为系统集成商

或者是方案解决商。 现在的大族激

光，准确来说实际上是装备制造商。

据了解， 大族激光在去年约

43.3

亿元的营收中， 与激光相关的业务实

现收入约为

30

亿元 ， 整体占比约

70%

。 大族激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对

于激光类业务和非激光业务， 没有偏

重于某一个业务板块。 大族激光此前

在激光应用这一领域积累了很多优

势，上市公司将继续发扬光大。 同时，

大族激光也鼓励员工和管理人员不要

被激光业务束缚，在盈利的前提下，向

任何可能的市场拓展。

杜永刚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我们

不能因为叫大族激光就把自己束缚住

了， 要真正看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儿。

实际上，激光仅仅是我们掌握的一个单

元技术，公司的优势在于拥有光机电一

体化的核心技术以及快速响应的销售

服务能力，我们将以市场为导向来引领

研发，这为公司成为优秀的先进装备制

造商奠定了基础。 ”

华侨城：

文化旅游+区域配套综合开发双轮驱动

证券时报记者 张梦桃 仁际宇

一提到华侨城

A

（

000069

），可能大

多数人脑海里闪出两个词：旅游、地产。

不过，华侨城却不这么简单地定义自己。

日前，跟随深交所举办的“境外投

资者走进上市公司”活动，证券时报记

者深入华侨城， 近距离接触这家有着

29

年积淀的公司，并深入了解其未来

所能释放的力量。

对于中国人， 华侨城是一个充满

幻想的大型游乐场；对于深圳人，华侨

城是安居置业的梦想所在地； 而对于

华侨城人而言， 华侨城还可以承载更

丰富的内涵。

1984

年成立的华侨城，如今已然

成为深圳改革发展的缩影。 锦绣中

华、民俗村、世界之窗、欢乐谷、欢乐

海岸……据悉， 华侨城目前年游客接

待人数超过

2600

万，是国内唯一进入

全国旅游景区八强的企业。

据介绍，在文化旅游业务方面，华

侨城采取步步为营、分层推进的策略。

华侨城董秘倪征称，

1989

年华侨城第

一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开业， 接着

1991

年中国民俗文化村、

1994

年世界

之窗正式开业， 这三个项目构成了华

侨城的第一代主题公园。 而三项目的

成功，坚定了华侨城的信心，也一举奠

定华侨城在文化旅游界的地位。

第二代产品则是

1998

年开业的

第一个参与型公园深圳欢乐谷。如今，

欢乐谷项目除在北京、上海、武汉、成

都、深圳开业外，天津也有在建项目，

并预计今年

5

月份可以开业。此外，福

州项目也已在规划和设计中。 第三代

产品是以生态度假为主的深圳东部华

侨城， 而

2012

年逐步开放的欢乐海

岸， 包含了城市核心区里面的生态湿

地公园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和开放式

的都市娱乐项目， 则是华侨城第四代

产品。

据介绍， 目前这四代产品作为华

侨城主题公园项目， 分别在区外有着

不同的复制。除此以外，华侨城在文化

旅游产业中， 还包括了文化设施及主

题酒店业务。

在华侨城的发展进程中， 文化旅

游加区域配套综合开发这一独特的双

轮驱动模式广受外界称赞。 倪征向参

与活动的境外投资者们介绍， 虽然主

题文化公园前期投资较大， 但发展成

熟之后盈利周期非常长， 可以获得长

期稳定的现金和回报。 同时，文化旅

游又对周边综合配套项目、 住宅地产

和商业地产的价值都有非常强的提升

作用。 此外，由于地产回款周期短，又

可以给投资大的文化旅游项目输血。

“虽然双轮驱动互补性很强，但在

大幅扩张进程中， 资金压力还是不

小。 ”倪征说，华侨城第一轮扩张所带来

的资金压力，目前已消化得差不多。

据悉， 在华侨城文化旅游及地产业

务突飞猛进的同时， 公司的总资产也从

2008

年的

293

亿元增加到去年

730

亿

元的规模；净利润从

2008

年的

9

亿元在

2012

年蹿升到

38.5

亿元的规模。

2012

年， 公司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实现由负转

正。 对于华侨城已启动的第二轮战略扩

张，公司认为，即使在资本市场上不做增

发或者其他融资， 目前资本支出和经营

性现金流也完全能够匹配。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启动扩张的

同时，华侨城的另一个当务之急，就是改

善园区收入结构模式。 与迪士尼和环球

影城这样的国际巨头相比， 华侨城门票

收入份额占绝大部分，而餐饮及衍生产

品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大族激光最终的定位应该是成为系

统集成商或者方案解决商。

深交所工作人员向境外投资者介绍情况

境外投资者参观的上市公司之一国民技术

境外投资者参观华侨城沙盘

大族激光副总经理、

董秘杜永刚向境外

投资者介绍情况

仁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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