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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类别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1 业绩 

常总：半年报会有预增公告否？ 

 

做为一个多年的老迪民，您的二年后

净利达 500000000 还历历在目。请遵

守承诺，粉碎流言吧！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进行半年度

业绩预告。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公司将积极推动内

生增长，做大做强主业，同时加快外延式发展步伐，围绕公司战略，

运用上市公司的资本优势，推动横向与纵向整合，全面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谢谢！ (2016-06-15 18:21:56)  

2 其他类 

请问皇叔，公司新收购的热水器有在

网上销售么？能不能搞一个针对持

股股东的活动？既有助于公司的销

售，还可以提振股价。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迪森家锅销售渠道已经实现对国内、

国外主要市场的全面覆盖，形成以代理商网络、电商平台、房地产项

目开发企业组成的多元化销售网络。对于您的宝贵建议，我们会及时

向迪森家锅转告。谢谢！ (2016-06-08 16:36:19)  

3 业务拓展 

请问，本次收购动用了增发资金的 2

个亿，那么请问，是推迟或者停止了

哪个项目的发展，那么当初增发承诺

的业绩会不会有折扣？停滞或者推

迟的项目以后还要继续跟进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生物

质能供热供气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等情况由公司及公司设立（含已设

及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通过直接资金投入或提供财务资

助方式实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2 亿元用于收购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

目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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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谢谢！ (2016-06-08 16:24:10)  

4 业务拓展 
公司上市后新增项目有哪些？未来

在新增项目上有何计划？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于 2012 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后每年都有新增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年度报告“报告期内主要工

作回顾”。2015 年下半年，公司作出了从“生物质能供热运营商”向 “清

洁能源综合服务商”战略性调整的决定，未来新增项目也主要集中于综

合能源服务领域。 (2016-06-08 16:32:30)  

5 其他类 
现在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带来管理难

度大吗？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随着公司规模越来越大，在管理方面，

公司将不断提高制度化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战略规划、经营计划、

全面预算、绩效考评、流程控制等重要体系，加快集团管控、风险管

理的系统化建设。谢谢！ (2016-06-08 17:00:46)  

6 业绩 
对于股权激励的业绩要求，公司管理

层是否有信心完成？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业绩充满信心。

谢谢！ (2016-06-08 15:54:49)  

7 业绩 
公司的业绩是否具有季节性，具体如

何？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继续加大力度在非周期性行业的

项目布局，降低客户的用能波动性。谢谢！ (2016-06-08 17: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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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价、市

值 

有机构以外的私募对公司做调研

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有关公司调研情况请查阅投资者关系互

动平台的调研纪要。谢谢！ (2016-06-08 17:06:01)  

9 其他类 
公司去年新引进的人才主要是那些

方面的?归属在哪些部门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5 年度，公司通过“海猎计划”面向社

会招聘了一批技术扎实、经验丰富的中高端人才，主要是技术、工程、

运营、安全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谢谢！   (2016-06-08 17:07:18)  

10 其他类 
请问公司目前的发展阶段中，主要的

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经济形势持续下滑，传统能源价格持续

低位运行，以及国内天然气价格改革步伐加快，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

化，为公司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业务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同时，天然

气等大宗商品降价也为公司智慧能源运营平台提供了难得的市场机

遇。公司将紧抓机遇，逆势而上，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完成公司战略

目标。谢谢！ (2016-06-08 16:54:37)  

11 
股价、市

值 

公司发布多重利好，复牌确依然跌

停，机构投资者夺路狂奔。请问你对

市场目前给予公司的估值是否满

意？目前的股价公司是否具有了罕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公司

股价走势充满信心，谢谢！ (2016-06-08 16: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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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长期投资价值？谢谢 

12 
股价、市

值 

董秘你好，对于网上一些故意抹黑公

司的报道，希望你能够学习乐视网，

拿起法律的武器，让这些喷子得到应

有的教训，维护公司的切身利益！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公司将与投资者保持充分的沟通与互动，愿意就

公司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重大事项等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交流与

讨论。对于个别恶意中伤、故意抹黑公司的行为，公司将保持进一步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谢谢！ 

(2016-06-08 15:12:22)  

13 
股价、市

值 

黄总，对于网上一些故意抹黑公司的

报道，希望你不要视而不见！做为董

秘，做为公司和资本市场之间沟通的

桥梁，希望你能够学习乐视网，拿起

法律的武器，让这些喷子得到应有的

教训，维护公司的切身利益！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宝贵建议！公司将与投资者保持充分的

沟通与互动，愿意就公司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重大事项等与投资

者进行充分的交流与讨论。谢谢！ (2016-06-15 18:25:16)  

14 股东名册 截止 5 月 6 日股东户数是多少？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股东人数

为 12166 人。公司股东人数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谢谢！  (2016-05-10 

16: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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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业绩 
公司有信心完成今年的经营目标

吗？ 

您好，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推动内生增长，

强化业务拓展与合作，做大做强主业；同时，加快外延式发展步伐，

围绕公司战略，运用公司资本优势，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力争实现年

度经营目标。谢谢！ (2016-04-28 16:10:23)  

16 
分红、高

送转 
公司近期还有无分红的打算？ 

您好，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予以实施，谢谢！ (2016-04-28 16:12:26)  

17 其他类 请问公司高管持股详细情况如何？ 
您好，公司高管持股情况详见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2016-04-28 

16:17:01)  

18 股权激励 请问公司有股权激励计划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于 2014 年筹划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

划，首次向 41 名受激励对象授予 485.00 万份股票期权和 242.50 万股

限制性股票，并于 2015 年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工作，

详见相关公告。 谢谢！ (2016-04-28 16:15:23)  

19 业绩 
请问目前公司业绩受哪方面影响较

大？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宏观经济下行，公司业务战略性调整，

市场扩张前期投入较大，股权激励费用摊销等因素较大影响公司业绩。

谢谢！ (2016-04-28 16: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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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项目进展 
公司之前签订的合同中,已经开始施

工的项目有哪几个? 

您好，目前公司已签订重大合同中正在施工的项目有板桥综合能源集

中供热项目、常州横林生物质分布式能源项目等，具体进展情况见公

司定期报告。谢谢！ (2016-04-28 16:23:22)  

21 再融资 
公司近来有没有再融资的意愿?要再

融资多少钱?资金投向将是什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去年已经筹划再融资事项，募集金

额约 7.5 亿元，主要投向生物质供热供气项目、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或

单一供热）项目、清洁煤供热、热电联产项目等。具体可见公司相关

公告。谢谢！  

 

 (2016-04-28 15:41:09)  

22 业绩 
另外，业绩的主要拖累来源于什么项

目（产品）？有没有什么改善计划？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虽然受经济下滑因素等影响，但公司运

行项目总体保持平稳 ，公司经营基本面良好，发展后劲充足。谢谢！ 

(2016-04-28 16:13:16)  

23 业务拓展 其中最重要的业务是哪方面？ 

您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利用生物质燃料、天然气、清洁煤等清洁能

源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能源解决方案。运营服务是公司经营业务的主要

形式，谢谢。 (2016-04-28 15: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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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权激励 

对于普通员工有没有股权激励计

划？简单介绍一下？如果没有，有没

有推行计划？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于 2014 年筹划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

划，首次向 41 名受激励对象授予 485.00 万份股票期权和 242.50 万股

限制性股票，并于 2015 年完成了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授予工作，

详见相关公告。 谢谢！  

 

 (2016-04-28 15:53:13)  

25 其他类 

根据当前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在用热

企业所建的生物质供热工程,所产生

的碳排放权的收益,属于迪森公司吗? 

您好，公司原则上享有自建生物质能供热项目的碳排放权收益。谢谢！ 

(2016-04-28 16:46:44)  

26 其他类 
介绍一下公司今年的主要业务情况，

主要项目（产品）的收益情况。 

您好，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利用生物质燃料、天然气、清洁煤等清洁能

源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能源解决方案。2015 年度公司热能服务项目运行

总体保持稳定。谢谢！ 

 (2016-04-28 15:2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