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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别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业务拓展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受国家煤改气和北方清洁供暖
公司壁挂炉设计产能 70 万台/年，是不 政策推动影响，以河北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壁挂炉需求
是意味着现在每年可以生产 70 万台。 量大幅增加，公司正积极参与各地区投标，并在石家
为什么不多生产一些，降低价格占领市 庄、保定、廊坊等多地中标，小松鼠壁挂炉将以良好
场。
的品质和售后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服务。谢谢！
(2017-06-23 16:16:54)

项目进展

请问：广梅项目、板桥项目今年能投产
运营？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板桥综合能源集中
供热项目已投产供汽，广梅产业园项目处于试运营阶
段。谢谢！ (2017-06-23 16:16:28)

业务拓展

您好，请问一下，贵公司的小松鼠壁挂
炉在公告内称一直都是国内销售第一，
产能是 3 条生产线 70 万台/年，但是为
什么 2016 年的产销量却只有 151,128
和 138,703 台？产能利用率为何这么
低？去年壁挂炉的全国总销量为 210
万台，国产品牌国内销量为 120 万台，
公司占比大概只有 11%，销售第一的
话，为什么产能这块只开工了这么点，
期望您的回答，谢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迪森家居是国内壁挂炉行业的
开创者，旗下小松鼠壁挂炉连续多年国内销量领先。
迪森家居全套引进欧洲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
及检测设备，是中国第一条全自动壁挂炉生产线，迪
森家居年产 70 万台壁挂炉的产能为迪森家居的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谢谢！ (2017-06-23 16:16:03) ( )

业绩

请问一下贵公司一季度壁挂炉的总销
量为多少？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壁挂炉订
单量为 74,510 台，发货量为 41,716 台，销售量为
39,388 台，谢谢！ (2017-06-23 16:14:42)

合作模式

请问：公司的 BOT、BOO 项目，在建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所有 BOT、BOO 运营项
设时，是否可以结算收入？还是要等项 目，在建设阶段不确认收入，项目建设完成投入运营
目建成后，运营了，才有运营收入？
后，确认运营收入，谢谢！ (2017-06-23 16:13:56)

分红、高
送转

公司领导自认公司目前估值被严重低
估，公司刚刚公布 2017 年半年业绩预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建议，谢谢！ (2017-06-23
告，增长幅度不错，是否考虑高送转来 16:13:25)
回馈社会回馈广大投资者？

股价、市
值

贵公司认为自家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什
么不采取应对措施呢?比如你们市场重
点在北方,为什么只会在北京设办事
处?而不在雄安这千年大计之地新设点
呢?新设点与所谓的脚踏实地有冲突
吗?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做广告稍纵就
逝的机遇,为什么不利用?要和中小投
资者加强沟通,为什么咨询一个股东户
数那么难?是叶公好龙吗?从最近的走
势,给投资者心里投下越多的阴影,难道
全是市场的错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根据业务定位及发展需
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宜的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及
管理层，始终与投资者一起，通过做强做大公司业务，
增强公司实力，为投资者创造价值。此外，为保证所
有投资者平等获悉公司信息，根据信息披露公平原
则，公司将在各期定期报告中披露对应时点的股东信
息。敬请谅解！谢谢！ (2017-06-14 17: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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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拓展

政府采购网站显示今年以来河北地区
气代煤壁挂炉中标或入围的大多数企
业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品牌，而包括
小松鼠万和等大品牌很少能够中标或
入围，请问是因为行业混乱低价竞争的
缘故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已积极投入包括雄安新区
在内的河北煤改气市场，在石家庄市、保定市、廊坊
市、邢台市等地区均已中标，公司重点开发中大型城
镇的煤改气壁挂炉市场，目前订单情况良好。谢谢！
(2017-06-14 17:33:30)

业务拓展

安县和雄县气代煤壁挂炉招标入围的
为什么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品牌，而
向小松鼠、万和这类大品牌却无法入围
呢？是不是价格战过于激烈？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据了解，雄安地区的煤改气工
程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利用小松鼠多年优良的产品
品质、五星级的售后服务等优势积极进行市场开发，
谢谢！ (2017-06-14 17:33:10)

业务拓展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据了解，河北地区煤改气主要
通过政府招标和燃气公司招标两种方式进行，其中公
司参与的政府投标方式又分为公司直投和代理商参
公司公布的一季度订单显示壁挂炉煤
投两种方式。截至目前，公司旗下的“小松鼠”壁挂炉
改气订单 4 万多台，但是我在政府采购
已在石家庄市、廊坊三河市、廊坊霸州市、廊坊永清
网站发现近半年内迪森家居只在 5 月
县、廊坊固安县、廊坊香河县、廊坊大城县、保定市、
份中标保定高碑店 2000 万元，为什么
保定高碑店市、保定徐水区、邢台桥东区、邢台隆尧
会有这么大差异呢？
县、天津武清区等多地中标。未来，公司将继续积极
参与到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市场，谢谢！ (2017-06-15
17:02:01)

业绩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2017 年上半年业务开展
尊敬的公司领导，请问公司 2017 上半 顺利，延续一季度增长态势，半年度业绩预计增长
年的利润情况如何？
70%-100%，具体业绩情况将在半年报中进行披露，
敬请关注！谢谢！ (2017-06-14 17:32:37)

业务拓展

雄安新区正在推广清洁能源全力推进
煤改气工程，请问公司目前参与度如
何？是否为建设雄安新区尽最大的努
力？

股价、市
值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
请问 5 月 24 日到 6 月 2 日，公司股价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公司基本面良好，面对近
跌了 15%，6 月 1-2 日又剧烈波动，公
期公司股价较大波动，公司管理层表示对公司发展充
司经营或者环境出了什么问题了吗，有
满信心，公司高管黄博于 6 月 2 日增持了公司股票，
没有该公告未公告的事项？
敬请查看相关公告。谢谢！ (2017-06-05 15:51:52)

14

其他

请问公司“ 1 号持股计划以 16.64 元/
股购买 128 万股，金额 2135 万元，存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核心合伙人 1 号和 2 号持
续期 6 年；2 号计划以 17.36 元/股购
股计划已于 2016 年 9 月完成公司股票购买，目前尚
买 530 万股，金额 9200 万元，存续期
在存续期，谢谢！ (2017-06-05 15:51:19)
8 年” 现在的进展如何？是否已经完
成?

15

其他

公司网站打不开，估计是没交钱续期
了，赶紧处理一下。
现在是 5/17 晚上八点整 。

12

13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已积极投入包括雄安新区
在内的河北煤改气市场，目前订单情况良好，公司也
将继续努力，用良好的业绩回报投资者。谢谢！
(2017-06-14 17:32:17)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网站已恢复正常，谢谢！
(2017-05-22 09: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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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北京有分公司嘛？是否想在雄
安地区设立分公司？公司产品在北方
有优势嘛？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在北京以设立办事处
形式开展区域市场开发与管理，并积极筹划并参与到
北方煤改气市场及清洁取暖市场，如工业和商业端的
清洁能源投资、运营服务，家庭终端的壁挂炉市场等，
谢谢！ (2017-05-22 09:53:30)

请问 4 月底股东数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
股东总人数为 10,464 名，公司股东人数将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谢谢！ (2017-05-16 13:40:19)

请问截止 4 月 30 日的股东人数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公司
股东总人数为 10,464 名，公司股东人数将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谢谢！ (2017-05-12 10:59:01)

迪森家居中标河北煤改气项目，为什么
不公告？中标金额是多少？小松鼠壁
挂炉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有给
其他品牌贴牌代工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严格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
进行信息披露。为及时、有效、公平地向市场传递公
司业务开展情况信息，提高公司透明度，公司决定以
季度为单位对外自愿性披露业务订单的实施及进展
情况，并已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发布第一季度订单情
况进展公告，“煤改气”业务中标数量为 47,798 台。
迪森家居作为中国壁挂炉的行业领导者，在产品方面
不断的推陈出新，应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不断改良和
完善产品功能，使旗下“小松鼠”系列壁挂炉产品在安
全、功能、工艺、品质等方面均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谢谢！ (2017-05-12 10:41:55)

公司与卡特彼勒合作，有没有具体的项
目？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卡特彼勒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建
筑工程机械和矿用设备、柴油和天然气发动机、工业
用燃气轮机以及柴电混合动力机组的制造商。公司将
在项目装备方面探索与卡特彼勒公司的合作，谢谢！
(2017-05-12 10:41:06)

其他

请问公司是否涉足地热？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业务定位为“清洁
能源综合服务商”，公司的业务范围覆盖了工业端、
商业端及家庭消费终端等多个领域。目前并未涉足地
热项目，谢谢！ (2017-05-06 14:17:38)

其他

请问贵公司与春风集团河北春风供暖
设备生产的冷凝低氮壁挂炉有没有共
同点？并介绍一下贵公司有没有中标
河北煤改气工程入围企业？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小松鼠冷凝低氮壁挂炉采用创
新核心技术，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
较普通产品，降低比率最高达 90%。2017 年一季度，
迪森家居中标河北“煤改气”工程入围企业，并实现壁
挂炉订单量 47,798 台，谢谢！ (2017-05-06 14:16:57)

油气改革，公司有参与的意愿吗？尤其
是管网方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自 2015 年开始，“油气
改革”、 “电力体制改革”等各项政策制度的出台使天
然气锅炉供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迎来黄金发展
期。公司将抓住政策机遇，积极拓展天然气锅炉供热、
天 然 气 分 布 式 能 源 业 务 ， 谢 谢 ！ (2017-05-06
14:16:32)

业务拓展

股东名册

股东名册

业务拓展

项目进展

其他

24

(2017-04-07 09:25:40)

30

31

股价、市
值

公司是不是雄安概念股，网上机构有推
荐，但二级市场不理会。公司业务上与
雄安地区有关联吗？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积极参与到包括雄安新
区在内的北方市场，如工业和商业端的清洁能源投
资、运营服务，家庭终端的清洁能源供暖市场，谢谢！
(2017-04-07 09:26:05)

业务拓展

请问机构将贵公司例入雄安概念股，在
哪些方面能体现这一概念?是不是有业
务在雄安？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积极参与到包括雄安新
区在内的北方市场，如工业和商业端的清洁能源投
资、运营服务，家庭终端的清洁能源供暖市场，谢谢！
(2017-04-07 09:2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