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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问题类别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1 股东名册 您好，请问公司最新股东数是多少？谢谢 
恁好，感谢恁对公司的关注！公司 9 月 30 日的股东数将在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敬请关注，谢谢！ (2016-09-30 18:41:26)  

2 
股价、市

值 

二号持股计划买完了，市场肯定解读利好出

尽，卖股票了，接下来该怎么引导市场预期

啊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围绕"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

“定位，坚持利用公司专业平台和”事业合伙人“机制，加快业务

拓展，做大做强主业；同时，积极推动实施外延并购业务，不断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为公司、股东创造更大价值。谢谢！ 

(2016-09-30 18:39:51)  

3 业务拓展 

董事长，为啥市场认为今年是分布式天然气

元年，看好的不得了，但是公司这块分布式

天然气订单迟迟没有新项目推进啊？这中

间存在写什么障碍呢，多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自 2015 年开始，随着电力体制改

革、非居民天然气价格下调、地方政府层面各项政策制度的出台，

使天然气分布能源系统迎来黄金发展期。2015 年至 2016 年上半

年，公司通过收购上海老港工业园区项目、成都世纪新能源项目，

快速进入工业端、商业端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领域，并投资新设了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专业平台公司上海迪兴。目前，公司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业务发展态势良好。谢谢！ (2016-09-22 09: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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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类 

为啥以 15.5 元价格协议转让给重新信三威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这个价格比定增价格

16.3 还要便宜很多），该公司主要背景咱们

了解清楚吗？与此同时，我就好奇了，你们

不是还有员工持股计划要做吗，为啥不通过

这种方式协议转让到员工持股计划了，重庆

信三威这样一家公司能够给你们带来什

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以大宗交易

方式战略性减持公司部分股份是为推动公司转型发展，支持公司

打造“核心合伙人持股计划”，并优化个人资产负债结构。交易价

格是在符合深交所交易规则的要求下，以交易当天收盘价为基

础，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符合交易规则及双方利益。 

    本次交易共同接手方重庆信托—沪赢五号集合信托计划的

委托人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共同承诺未来 12 个月

内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减持行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推动公司转型发

展。谢谢！ (2016-09-19 17:23:36)  

5 业务拓展 

董事长，分布式天然气啥时候有订单落地

啊？目前在洽淡的意向性订单有哪些啊？

保守预计下啊。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在加快推进业务战略性调整的

过程中，积极布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领域。目前，公司的天然气

分布式能源项目主要包括上海老港，以及世纪新能源的在运营项

目。上海老港项目已开始阶段性供气，世纪新能源所运营管理的

三大能源中心项目也在稳定进行中。下半年，公司将在不断开拓

新项目的同时，积极推进已签订单的落地。 (20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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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6:35)  

6 项目进展 

常总： 1.中德证券被查，会影响公司的合

作吗？会影响到公司其他项目吗？ 

 

2.板桥项目的土地问题，为什么浙江国土资

源厅公示说交地时间为 7 月 22 号，开工时

间为明年 8 月 6 日，后年的 8 月 6 日竣工？

这和我们项目目前进展不符呀？为什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及业务一切正常，未受到相关

情况影响。公司板桥综合能源集中供热项目目前处于施工阶段，

施工进展情况良好，公司将于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重大订单进展

情况，请投资者放心，谢谢！ (2016-08-30 18:50:41)  

7 业绩 

2015 年报显示， 贵公司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收益的利润 3300 多万元。 但在 7 月 15 日

的半年报预告中， 说预计今年实现净利润

11000 多万元， 这说明业绩至少翻倍呀。 

为什么说只比上年增长 25-45%呢？ 不是

很明白。 难道我数学不好？ 请解释。 谢

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预计 2016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

11,000 万元-13.000 万元，鉴于今年上半年完成对迪森家锅的收

购，且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并对上年同期数进行了追溯调

整，因此比上年同期增长 25-45%。谢谢！ (2016-08-30 18: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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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类 

董事长，我求求你了，咱们把握下半年政策

机会好不好。 

（1）2017 年全国碳排放市场要启动了，这

个《巴黎协议》高层都已经签署通过了，准

备实施，咱们已经有布局了，好好抓住这个

机会好不好. 

（2）发改委已经给各个省下发了 PPP 执行

文件，咱们可不可以派人盯一下这方面的模

式，通过模式创新来突破瓶颈，咱们向爱康

科技等公司学习一下啊。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在碳资产业务方面，公司已成功开

发首个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并成功开发和备案首个针对生物

质燃气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的方法学-《CM-106-V01 生物质燃

气的生产和销售》。未来将持续关注碳排放交易市场机会，不断

丰富碳资产相关业务。在模式创新方面，公司将本着真诚、开放

的态度开展项目合作，积极优化商业模式，感谢您的建议！ 

(2016-08-30 18:49:32)  

9 
股价、市

值 

董事长，我是绝对相信咱们有强烈股价诉求

的，为啥涨不起来呢，这个问题你为啥一直

想不通啊。先看一下咱们股权结构啊，合理

分配一下利益啊。求求你了。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充分考虑公司发展现状、股

东利益等合理因素，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谢谢！ (2016-08-30 17:2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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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类 
请问公司 2 号持股计划迟迟没有进展的原

因是什么？是否公司内部没有达成一致？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正积极推动“核心合伙人

2 号持股计划”的筹资、备案、开户及实施，将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完成 2 号持股计划的买入。谢谢！ 

 (2016-08-30 17:26:24)  

11 项目进展 
请介绍一下成都世纪新能源黑龙滩旅游度

假中心热电联产项目。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世纪新能源正在运行管理的能

源中心有三个，分别为成都世纪城国际新会展中心能源中心、成

都新世纪环球中心能源中心和四川黑龙滩能源中心。世纪新能源

作为唯一能源服务商，通过运营管理上述分布式能源中心，为成

都世纪城项目、成都环球中心项目、黑龙滩项目提供冷热电能源

服务。目前黑龙滩项目运营情况良好。谢谢！ (2016-08-30 

17:23:16)  

12 股东名册 
请问截止 8.15股东人数为多少？定期公布，

也该出数据啦！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股东

人数，敬请关注，谢谢！ (2016-08-18 17:36:19)  

13 
股价、市

值 

强烈要求咱们公司聘请我去做市值管理啊；

定增价格 16.3 元；员工持股价格 16.6 元；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基本面良好。公司将加强

市值管理，积极维护投资者利益，谢谢！ (2016-08-30 17: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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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价格 15.3 元，愧对投资者和员工啊。

咱们公司是对任何利好都没有反应，业绩预

增没有；大股东及关联方增持没有；新能源

汽车碳配额制度出台没有。为什么你觉得

16 块钱都有压力，而我觉得你们股价在 30

块钱都合理呢？ 

14 其他类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之前公告说筹备账户阶

段了；为啥到现在迟迟未兑现？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核心合伙人

2 号持股计划相关开户事宜，鉴于目前尚在定期报告前 30 天的

窗口期不得买卖公司股票，公司将在半年报披露后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完成 2 号持股计划的买入。谢谢！ (2016-08-18 17:35:37)  

15 其他类 
员工持股二期是不是内部协调出问题了？

一期买入之后，二期为啥迟迟还没动静？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推行实施核心合伙人持股计划

有利于实现公司利益、股东利益与核心合伙人利益的价值统一，

且本次持股计划存续期为6-8年，体现出核心管理层对公司长期、

快速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核心合伙人 2 号持

股计划相关开户事宜，鉴于目前尚在定期报告前 30 天的窗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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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买卖公司股票，公司将在半年报披露后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完

成 2 号持股计划的买入。谢谢！ (2016-08-18 17:33:24)  

16 
股价、市

值 

建议贵公司可否也像伟星新材一样， 搞一

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呢？ 好让我们投资者

有机会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向管理

层提问。 希望认真考虑。 谢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上半年已分别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和 2016 年 6 月 8 日举行了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和公司投资者网上说明会，分别就公司发展战略、经营业绩、业

务开拓、项目运营、募投项目、收购资产、核心合伙人持股计划

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交流。董秘作为公司投资者关系负

责人，证券部作为公司的投资者关系工作部门，负责投资者关系

工作事务，欢迎投资者日常致电或通过互动易、投资者业绩说明

会等途径咨询了解公司经营情况。谢谢！ (2016-08-18 17:32:08)  

17 业务拓展 
请问今年的定单似乎很少，没什么新项目开

展，是很难拿到吗？还是有别的问题？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基本面良好，发展后劲强劲。

公司正在加大包括生物质能、天然气、清洁煤等清洁能源服务项

目的储备和签订，将按照深交所相关要求及时进行信息披露。谢

谢！ (2016-08-18 17: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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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股东名册 
请问截止 7 月 31 日，公司的股东户数是多

少？谢谢解答！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股东人数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敬请关注，谢谢！ (2016-08-01 17:36:29)  

19 股东名册 请问截止7月15日，公司股东户数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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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18 13:49:02)  

20 股东名册 
截止 6 月 30 日，股东人数是多少？望回复，

多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

露 6 月 30 日的股东人数。敬请关注，谢谢！    (2016-07-14 

16:44:38)  

21 项目进展 
请问今年上半年哪些去年，前年签约的项目

正式投产了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宜昌高新区集中供热项目已投

产运营、上海老港工业园区分布式能源项目已阶段性供汽，部分

项目正在试运行阶段，详细情况请关注公司定期报告，谢谢！   

(2016-07-14 17:01:58)  

22 股东名册 
请问，截止 6 月 30 日，股东人数是多少？

望回复，多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

露 6 月 30 日的股东人数。敬请关注，谢谢！ (2016-07-08 09:33:15)  

23 股东名册 请问截止 6 月 30 日，股东人数是多少？望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在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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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多谢！ 露 6 月 30 日的股东人数。敬请关注，谢谢！ (2016-07-05 14: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