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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臧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新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延

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出口贸易主要以美元结算，结算货币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可能随着国内外政治、经

济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公司面临汇率变动风险。2020 年 1-9 月，

受产品最终销售客户分布等因素影响，公司出口销售占比仍然较大，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下降

已产生较大金额的汇兑损失，如 2020 年第四季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进一步贬值，将使公司的

汇兑损失进一步增加。 

为积极应对上述风险，公司将紧密跟踪汇率走势，适时、适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提

前做好外汇资金财务规划，在确保运营外汇资金需求的同时，努力降低可能造成的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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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03,162,051.45 5,326,181,898.96 1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297,994,006.68 4,054,289,318.58 6.0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54,990,918.03 48.78% 4,621,106,391.63 3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3,747,072.46 -37.13% 315,923,210.81 3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43,985.68 -43.07% 286,859,523.72 41.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09,103,610.84 -4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87 -37.10% 0.4476 38.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87 -37.10% 0.4476 3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 -1.38% 7.57% 1.74%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05,816,16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支付的优先股股利 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447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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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255.5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692,329.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707,450.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67,587.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7,249.34  

合计 29,063,687.0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5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47,108,123 0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国有法人 7.36% 51,965,38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3% 18,560,50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7% 13,212,163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1.28% 9,052,391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价值成长 其他 0.73% 5,141,8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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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组合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

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7% 4,055,8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2% 3,678,001 0   

雷莹 境内自然人 0.51% 3,627,827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研究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1% 2,885,07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147,108,123 人民币普通股 147,108,123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51,965,388 人民币普通股 51,965,38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560,503 人民币普通股 18,560,5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3,212,163 人民币普通股 13,212,16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9,052,391 人民币普通股 9,052,391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价值成长投资组合 5,141,839 人民币普通股 5,141,8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55,8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5,8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678,001 人民币普通股 3,678,001 

雷莹 3,627,827 人民币普通股 3,627,8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研究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885,078 人民币普通股 2,885,0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研究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公募基金产品，除该等关联关系说明以外，上市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雷莹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2,597,127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30,7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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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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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 报告期经营业绩变动情况说明 

2020年1-9月，公司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产品需求旺盛，公司充分挖掘中大尺寸电容式

触摸屏产品产能潜力，产出得到较大提升，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量及销售收

入均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同时，公司积极开展设备自动化改造、生产工艺优化、生产效率

提升等一系列工作，结合产能潜力挖掘，综合导致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下降，公司产品销售毛

利相应大幅增加，对公司报告期的经营业绩带来积极贡献。此外，报告期内，公司车载触摸

屏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积极贡献；但是，受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公司的ITO导电玻璃和TFT-LCD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相应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2020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2,110.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8,933.49万元、增

加34.66%，主要原因是本期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致；实现

产品销售毛利71,577.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2,563.79万元、增加46.04%；实现利润总额

35,365.6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9,364.01万元、增加36.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1,592.3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742.39万元、增加38.2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以及产能和产量提升、生产效率

提升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相应带来产品销售毛利增加以及本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贬值产生

较大金额的汇兑损失（而上年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产生较大汇兑收益）综合影响所致。 

此外，2020年7-9月，公司实现销售收入、销售毛利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但实现的利润

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相应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如下： 

2020年7-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5,499.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0,821.94万元、增

加48.78%，主要原因是本期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致；实现

产品销售毛利28,630.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014.23万元、增加38.87%；实现利润总额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868.63万元、8,374.71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5,713.76万元、4,946.62万元,分别下降36.67%、37.13%，主要原因是受2020年7-9月美元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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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产生较大金额的汇兑损失影响（而上年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产生

较大金额的汇兑收益）导致公司财务费用同比增加10,007.59万元，以及公司按规定新增计提

中长期激励基金导致管理费用同比增加综合影响所致。 

（二）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8,300.50 万元，增加 9.56%，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回款良好影响所致。 

2、应收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41,978.59 万元，增加 31.14%，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收入增加导致信用期内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3、应收款项融资：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208.92 万元，增加 46.33%，主要是

本报告期收到以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4、预付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41.13 万元，增加 86.65%，主要是本报告

期预付进口税金增加影响所致。 

5、其他应收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117.32 万元，增加 64.75%，主要是本报

告期备用金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6、存货：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3,709.90 万元，增加 44.24%，主要是本报告期

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订单增加相应增加生产周转原材料及为满足国庆假期

正常生产提前备料影响所致。 

7、固定资产：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9,432.46 万元，减少 8.22%，主要是本报告

期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影响所致。 

8、在建工程：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018.71 万元，增加 142.66%，主要是本报

告期新购生产设备尚未验收结转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9、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995.32 万元，减少 48.08%，主要是

本报告期预付未到货设备款减少影响所致。 

10、应付票据：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2,483.58 万元，增加 57.08%，主要是本报

告期信用期内材料采购款增加影响所致。 

11、应付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47,475.68 万元，增加 56.48%，主要是本

报告期信用期内 LCM 及玻璃等原材料款（包括国庆假期提前备料）增加影响所致。 

12、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增加 3,945.53 万元，增加 35.44%，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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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计提绩效薪酬增加及新增计提中长期激励基金影响所致。 

13、预收账款：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002.59 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执行新收

入准则将预收货款分别按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增值税款部分）列报影响所致。 

14、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分别增加 1,077.91 万元、34.21

万元，主要是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货款分别按合同负债及其他流动负债（增值税款

部分）列报影响所致。 

15、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内期末数比期初数减少 163.69 万元，减少 132.25%，主要是

报告期内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影响所致。 

16、营业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18,933.49 万元，增加 34.66%，主要是本期中大

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致。 

17、营业成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6,369.70 万元，增加 32.76%，主要是本期中大

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售收入增加相应增加销售成本影响所致。 

18、销售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4,409.40 万元，减少 64.80%，主要是本期执行新

收入准则将属于应付客户对价的返利冲减销售收入列报及将为履行合同而发生的运输费用调

整至营业成本列报综合影响所致。 

19、管理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4,258.76 万元，增加 44.24%，主要是本期支付管

理人员薪酬福利及计提绩效薪酬增加及新增计提中长期激励基金所致。 

20、研发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3,533.17 万元，增加 27.68%，主要是本期投入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21、财务费用：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8,016.99 万元，增加 136.91%，主要是本期美元

兑人民币汇率贬值产生汇兑损失而上年同期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产生汇兑收益综合影响

所致。 

22、其他收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051.73 万元，减少 36.01%，主要是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减少影响所致。 

23、信用减值损失：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222.78 万元，增加 1,527.28%，主要是本报

告期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相应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增加影响所致。 

24、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15.80 万元，增加 100.75%，主要是本期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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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资产处置收益：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18.43 万元，减少 100%，主要是本期没有固

定资产处置收益影响所致。 

26、营业外收入：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380.75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仲裁裁决 SNTEK

公司返还的设备款及收到法院判决新宁物流赔偿款影响所致。 

27、营业外支出：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9.46 万元，增加 355.19%，主要是本期公益性

捐赠支出增加影响所致。 

2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8,742.39 万元，增加 38.26%，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中大尺寸电容式触摸屏全贴合产品销量及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以及产能和

产量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导致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相应带来产品销售毛利增加以及本期美元兑

人民币汇率贬值产生较大汇兑损失（上年同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产生较大汇兑收益）综

合影响所致。 

2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27,840.25 万元，减少 47.39%，

主要是本期中大尺寸触摸屏全贴合产品产销大幅增加，需预先支付 LCM 等材料采购款大幅

增加影响所致。 

3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6,195.47 万元，增加 58.67%，

主要是本期支付设备采购款减少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设备采购纠纷仲裁事项的说明 

2018 年 9 月，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重庆

莱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莱宝”）因各自向韩国 SNTEK Co., Ltd.采购的设备的部分

性能不能达到验收标准，分别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并获得受理，公司本次仲裁

申请涉及的设备等相关金额为人民币 896.13 万元，重庆莱宝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等相关

金额为人民币 6,116.47 万元。 

2019 年 4 月，公司及重庆莱宝分别收到深圳仲裁委员会寄来的《仲裁通知书》，韩国

SNTEK Co., Ltd.就公司及重庆莱宝的以上仲裁申请分别向深圳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反请求，

请求公司向其支付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合同剩余未支付的金额 52,500 美元、重庆莱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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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支付本次仲裁申请涉及的设备合同剩余未支付的金额 1,621,400 美元，并请求由公司、重庆

莱宝承担相应案件全部仲裁费用。 

2020 年 3 月 16 日，公司及重庆莱宝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深圳仲裁委员会）出

具的《仲裁裁决书》（裁决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仲裁庭裁决如下：解除公司及重庆莱

宝与 SNTEK 公司签署的共计四项《设备买卖合同》，SNTEK 公司返还公司及重庆莱宝的设

备价款合计 3,778,300 美元，SNTEK 公司赔偿公司及重庆莱宝律师费 150,000 元和公证费合

计 4,500 元，本案相关的仲裁费及反请求仲裁费由公司及重庆莱宝与 SNTEK 公司各自承担

50%，驳回公司及重庆莱宝提出的本案其他仲裁请求，驳回 SNTEK 公司提出的本案其他反仲

裁请求。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及重庆莱宝累计收到 SNTEK 公司返还部分设备款及还款

利息合计 1,579,460.58 美元、仲裁费及律师费、公证费合计 395,411.00 元。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中国机电出口

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 

（2013 年 12 月

更名为“中国节

能减排有限公

司”）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中国机电出口产品投资有限

公司承诺将不从事与公司经

营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 

2006年 12

月 20 日 

作为公司单一第一

大股东期间 
严格履行 

公司持股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与重要管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公司持股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与

重要管理人员分别承诺：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2006年 12

月 20 日 

公司持股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与重

要管理人员任职期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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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员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间及离职半年内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

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证监许可【2012】1702 号文核准，2013 年 3 月，公司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特定

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542 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699,702,212.00 元。该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中小尺寸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新型显示

面板研发试验中心项目。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 69.84 万元，截至本期末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46,882.30 万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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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

容及提供的资

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2

月 12 日 
电话会议 

电话

沟通 
机构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黄

进；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李树培；上海理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王优草；浦银安盛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朱胜波；华商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郭磊；北京

俊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会

铭；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王

少南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4

月 30 日 
电话会议 

电话

沟通 
机构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顾鑫

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健维；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徐犇、朱剑胜；华安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崔莹；东吴基金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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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王立立 

2020 年 06

月 03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 305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蔡景

彦、郑超君；恒盈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林海成；深圳市裕晋投资

有限公司：张恒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7

月 21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 307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杨维维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7

月 29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 308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段迎

晟、姜肖伟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8

月 04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 307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欧阳仕

华、李恒林；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贾顺鹤；大成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王帅；平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翟森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8

月 12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 301 会议室 

实地

调研 
其他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石晓

彬；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

家乐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2020 年 09

月 24 日 

深圳市光明区五号

路 9 号光明工厂二

期八楼大会议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蔡荣

成；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段

迎晟、姜肖伟 

公司基本情况

及生产经营情

况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stock

?stockCode=002106&o

rgId=9900001921，"调

研"栏目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臧卫东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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