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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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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问公司壁挂炉每年产能是多少？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根据订单及生产计划安排生产，产能 2019-09-29
可满足未来订单需求。谢谢。
16:27:58

2

请问2018年公司壁挂炉销量是多少？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的业务情况请您查阅公司2018年度报 2019-09-29
告。谢谢。
16:26:46

3

请问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是否正常？是否出现重大事故？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生产经营未发生 2019-09-29
重大变化，各项业务持续稳定推进中。谢谢。
16:25:47

4

您好董秘，北方马上就进入取暖季了，公司销售情况是否有所好转，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业务进入旺季，营销工作按计 2019-09-11
方市场营销做的怎么样？
划正常推进中。谢谢。
17:25:18

5

您好董秘，中俄天然气管道12月通气，这个应该可以助攻一下壁挂炉市
场吧，希望迪森大股东管理层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市场占有率，多中标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谢谢。
一些，让壁挂炉行业旺季更旺

2019-09-11
17:25:50

6

请问壁挂炉行业的旺季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壁挂炉行业的旺季一般是下半年。谢谢。

2019-09-06
18:20:09

7

公司应该组织大规模机构调研，让更多人了解贵公司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谢谢。

2019-09-04
17:53:44

8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上半年处于行业淡季，加之受子公司
公司虽然不喜欢蹭热点，说用业绩回报投资者！可是业绩并不好！怎么
2019-09-04
迪森设备厂房搬迁以及政策调整的影响，公司相关业务有所回落。目
解释呢
17:53:15
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推进中。谢谢。

9

公司有没有芯片及芯片上下游业务研发生产?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没有芯片及芯片上下游业务研发生产 2019-09-04
。谢谢。
17:50:34

公司有没有新产品问世?有什么作用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主要产品覆盖燃油
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电锅炉及各类压力容器设备；舒适家居产品主
2019-09-04
要有壁挂炉、热水器、空气源热泵、新风、净水等产品，公司一直致力
17:50:05
于研发与创新，稳步推进新产品的研发，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谢
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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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11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根据《股份回购实施细则》，上市公司在
你司额回购，拖拖拉拉不想买，是啥意思？觉得目前股价该太贵吗？那 定期报告的前十个交易日内不得回购股份。目前，公司已披露2019年半 2019-08-30
你们说在不高于9.76元回购是虚假的陈述？！请回复！！！
年度报告，将按照相关规定继续推进回购事项，后续信息请关注公司的 17:51:33
相关公告。谢谢。

12

请问公司有无布局智能家居领域？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智能舒适家居领域涵盖壁挂炉、空气
源热泵、新风、净水等产品。全资子公司迪森家居以“冷、暖、风、水
、智”为理念，致力于为家庭用户提供健康、舒适、智能的家居系统解
2019-08-30
决方案。公司基于工业物联网技术，创新融合智能舒适家居生态体系，
09:10:34
结合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收集、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室内环境
等自我学习，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舒适的解决方案，打造安全便捷、舒适
健康、节能环保的人性化家居环境。谢谢。

13

请问公司小松鼠壁挂炉生产线目前的产能利用率如何？是否满负荷生
产？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根据订单及生产计划安排生产，设计 2019-08-23
产能可满足订单需求。谢谢。
18:25:07

14

你好 请问华为是公司客户吗 公司与华为公司有没有业务合作关系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与华为没有业务合作。谢谢。

15

公司股价已低于转债转股价80% 是否考虑下调转股价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可转债尚未触及募集说明书中约
2019-08-20
定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
13:33:03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谢谢。

16

你好董秘，煤改气的推进，目前国家政策是否有变化，怎么一直没见公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今年国家一直有序地推进“煤改气”的实 2019-08-09
司公告2019年迪森中标或者合作情况
施。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谢谢。
18:17:43

17

你好董秘，看见公司推荐了适合南方使用的壁挂炉，公司对南方市场的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积极布局南方消费升级市场，推动与 2019-08-09
布局推进如何，是否已经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大力开辟南方市场，领先一
公司业务相关的战略合作事项落地。谢谢。
18:18:58
步

18

你好董秘，公司引入战略合作伙伴进展如何？

2019-08-21
17:42:47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积极推动与公司业务相关的战略合作事项 2019-08-05
落地。谢谢。
1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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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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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时间

19

公司已经开始回购了没有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股份回购实施的相关规定推
2019-08-05
进回购事项，进展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相关
18:22:17
公告。谢谢。

20

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强，不代表你的资本市场维护能力就强！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一直重视市值管理工作，经营管理层用心经
2019-08-02
营，努力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公司欢迎投资者监督并提出建设性意
17:37:10
见，并将用心做好资本市场维护工作。谢谢。

21

请问回购专用账户的进展情况。谢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回购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2019-08-01
推进回购事项，进展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相
16:59:12
关公告。谢谢。

22

请问公司是否已经开始增持股票？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08-01
后续信息请关注公司的相关公告。谢谢。
16:58:09

23

请问董秘，增持资金到位了吗？设立增持账户了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9-08-01
后续信息请关注公司的相关公告。谢谢。
16:56:32

24

请问公司认为目前市值是否被低估？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受国家政策、经济周期、公司
2019-07-29
经营状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公司将深耕市场，努力提升经营业绩，
17:35:43
积极向投资者传递公司价值。谢谢。

25

情况公司认为目前的股价是回购的好时机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
2019-07-26
决策并予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9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
17:38:53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谢谢！

请问公司从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回购？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2019-07-26
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9日，公司于巨潮资 17:38:33
讯网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谢谢！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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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请问公司回购股份的期限是多久？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9日，公司于巨 2019-07-26
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谢 17:38:09
谢！

28

请问公司是否有退市的风险？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经营情况稳健，未触及暂停上市相关条 2019-07-26
款。谢谢！
17:37:32

29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二级市场价格波动系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公司目
请问公司股价为何易跌难涨？市场反弹也不跟随一下，是不是有潜在利
2019-07-18
前生产经营稳定，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
空？
17:26:20
努力做好经营，更好地回报投资者。

30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8年度财务报表中货币资金是2018年12月31
公司货币资金平均余额近4亿，利息收入却仅200万，收益与规模完全不
日的时点数，具体借款及货币资金使用情况可参见公司定期报告对应章 2019-07-18
匹配，请给出合理解释，是否货币资金受限制。并且，短期借款6亿
节。公司始终重视现金管理，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并兼顾 17:25:37
多，请问为什么不归还部分贷款节约财务成本。
风险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闲置资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理财。

31

请问公司是否属于科技创新类企业？

32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主要利用天然气、生物质、清洁煤等清
洁能源为工业及商业端用户提供热、冷、电等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并提
公司具备设计生产专用垃圾焚烧锅炉的能力，可以承接需求订单，那有 供清洁能源应用装备（主要为燃油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装备产品）。
2019-07-11
没有接到订单？有处理农林废料的设备，应该契合国家环保政策，公司 目前公司清洁能源应用装备业务正常开展。公司将继续围绕“清洁能源
18:20:19
都没接到订单及和相关机构战略合作公告？！管理层够努力吗？！
综合服务商”的战略定位，致力于清洁能源相关产品与服务领域，提供
经济、安全、环保、便捷、符合政策要求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不断满
足用户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谢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始终坚持技术创新，曾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2019-07-16
步二等奖，已具备多项核心技术及发明专利，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
17:55:28
业、国家创新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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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33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没有处理垃圾分类的业务。目前，公司核心
业务定位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主要利用天然气、生物质、清洁
煤等清洁能源为工业及商业端用户提供热、冷、电等清洁能源综合服
董秘，您好！ 广州市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请问贵公司有无涉
2019-07-11
务，并提供清洁能源应用装备（主要为燃油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装备
及垃圾分类，环保等相关业务？
18:19:44
产品）；同时，以“小松鼠”燃气壁挂炉为核心，搭配热泵、新风、净
水机，为家庭消费终端用户提供以家庭供热/暖为核心的智能舒适家居
系统解决方案。谢谢。

34

您好董秘，请转告，希望大股东管理层董事长总经理等都自律不要发生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
一些不良事件造成黑天鹅

35

公司是否有生活垃圾供热解化技术，这项技术是否有现成的使用案列

36

公司的生物质锅炉是不是利用焚烧生物质垃圾运转？公司有没有垃圾分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没有处理垃圾分类的业务。目前公司具备设 2019-07-09
类利用这一块能源
计生产专用垃圾焚烧锅炉的能力，可以承接需求订单。谢谢。
18:23:17

37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处理垃圾分类和垃圾可再生利
请问公司是否有子公司或孙公司从事垃圾分类处理业务或是垃圾的可再
2019-07-09
用的业务。目前公司具备设计生产专用垃圾焚烧锅炉的能力，可以承接
生利用业务？
18:24:00
需求订单。谢谢。

38

据《大连化物所科研团队又有新突破 利用光能和生物质可制备柴油和
氢气》报道，7月4日，记者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获悉，该所王峰研究员
团队提出并在实验中实现了一个以光能（太阳能或人造光源）和生物质
下游产品为原料制备柴油和氢气的设想，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
自然·能源》杂志上。
请问公司利用生物质燃料等新型能源为客户提供热能运营服务方面的一
些进展情况？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具备设计生产专用垃圾焚烧锅炉的能
力，可以承接需求订单。谢谢。

2019-07-09
18:20:40
2019-07-09
18:21:48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核心业务定位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
商”，主要利用天然气、生物质、清洁煤等清洁能源为工业及商业端用 2019-07-09
户提供热、冷、电等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公司生物质能供热运营项目如 18:24:49
湘潭天易示范区项目已于2019年一季度进入试运行阶段。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