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1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公告，两次出现错误，两次发布更正公告，在业界成为笑

谈，试问就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公告，居然出现了如此大的错误，公司的管理水

平可见一斑，就这样的管理层如何经营好公司，你让拿着真金白银投资你们的

中小股东情何以堪！建议公司立即整顿管理层，把不合格的人清理出去。给广

大中小股东一个交代！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所带来的影响，公司高度重视，并

在第一时间发布更正公告。对此事件公司深表歉意，后面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

教育，敬请投资者谅解！谢谢！

2019-03-28

10:42:40

2
##针对公告《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提问##募集说明书

第十节，公司承诺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是承认作假了？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募集说明书第十节董事及有关中介机构声明部分内容有

误，公司已在第一时间发布更正公告，请投资者以更正公告内容为准。对此失

误，公司深表歉意，公司将加强对员工的培训教育，敬请投资者谅解。

2019-03-28

10:21:26

3
董秘你好，建议2018年分红，建议10转10，让更多投资者分享贵公司的高成长

。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管理层会尽最大的努力经营好公司，争

取以更优秀业绩来回报投资者。谢谢！

2019-03-28

10:27:26

4

公司刚刚发行完可转债，股价就跌破了转股价，对于这种情况公司就没什么要

说的吗，这还是在大势非常好的情况下，对于投资了你们股票的中小股东就没

什么要说的吗，建议公司赶紧发布一季报预告，给亏损累累的广大中小股东一

个安慰！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建议，按照规定，一季度业绩预告将在4月10前

发布。

2019-03-28

10:05:41

5 2019煤改气已经开始了，公司中标情况怎么样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具体经营情况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

告。谢谢！

2019-03-26

10:39:27

6
您好董秘，2017开始被套于迪森股份，今天也参与了配债，请问你们还会让我

伤心难过吗？什么时候配债上市交易？

尊敬的投资者朋友，您好！感谢您的参与，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申请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谢谢！

2019-03-21

10:46:25

7 今年的形势会否比去年好？

您好！随着公司前期投资的工业园区项目的陆续投产，B端运营业务将稳健增

长;常州锅炉募投项目的实施，B端装备产能进一步扩充，将迎来业务的增长;

舒适家居产品系列（新风系统、净水系统、热泵等）的完善，也将促进C端业

务发展。谢谢！

2019-03-21

10:57:51

8
##针对公告《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提问##时间表里面关于T-2

和T-1的时间错了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感谢您的提醒，公司昨日已发更正公告予以更正，因此

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感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2019-03-18

09:45:42

9

希望公司的管理层能认真的倾听广大中小股东的声音，对于2018年的业绩大幅

下滑，有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对于2019年的业绩有没有承诺！

给广大亏损累累的中小股东一个交代，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未来公司将不断夯实业务基础，提升业绩水平，并加强

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传递公司价值，谢谢！

2019-03-18

13:21:55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10

公司从来都是举出一堆的客观原因和理由，来解释公司的市值大幅萎缩的原

因，从来没有从自身来找原因，这就是公司上市7年了，市值还不如一些大幅

亏损的公司的原因，能者上，庸者下，现在这个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管理层能

力不行，那就找有实力和有能力能经营好公司的机构和公司接手，那样对公

司，对亏损累累的大小股东都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与建议！未来公司将不断夯实业务基础，提升业绩水平，

并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传递公司价值，谢谢！

2019-03-18

13:18:29

11

公司口口声声说价值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管理层对公司的发展充满

信心，请问举措呢，上市近7年了，给中小股东带来了什么回报？除了圈钱以

外好像没做什么吧，除了2017年因为煤改气公司的业绩有了好的改观外，其他

的年份不是倒退就是微利吧，就这还说管理的好，就这还说管理层有能力经营

好公司？？请问下管理层上市近7年了，市值增加了多少？？？？这是考核管

理层的主要指标吧！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股票价格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经营发展的影响，宏观

经济政策、社会形势、汇率、投资者的偏好和心理预期都会对其走势产生影响

。近一年来公司市值缩水严重，管理层也感同身受，唯有更努力更专注去经营

好公司，才能以更优秀的业绩来回报投资者。

2019-03-14

17:10:47

12
您好董秘，迪森股份2019年一季度业绩预告什么时候方便发布，能否给高价持

股小股东们点阳光希望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按规定我们会在4月10日前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感谢

您的关注！

2019-03-12

16:45:57

13
请问贵公司，本次国内下调增值税对贵公司的业绩有多少百分点的增厚，可以

列出详细数据吗，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国内下调增值税实施细则尚未发布，暂时无法预测

对公司业绩的实际影响，但可以预计影响一定是积极的。谢谢！

2019-03-11

09:03:56

14
请问贵公司：公司b端装备搬迁常州锅炉厂完成情况？何时投产？投产后多久

能产生收益？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自去年完成收购常州锅炉厂后一直在陆续转移B端

装备的产能至常州；截止目前，常州工厂已具备锅炉生产能力。感谢您的关注

。

2019-03-07

10:48:48

15

2017年12月15日公布：关于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2018年4月21

日公布：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清洁能源产业信托的公告，请问目前进展情况？

不会不翼而飞了吧？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您所说的两个公告属实。同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与合作伙伴拟共同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并购基金的协议已

经解除并终止；此外子公司瑞迪租赁参与的清洁能源产业信托计划已经清算完

毕，提前终止。感谢您的关注！

2019-03-07

10:27:12

16

请问贵公司：2017年12月15号公布关于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

2018年4月21号关于子公司参与投资清洁能源产业信托的公告，这2则公告是否

属实？请问目前进展情况？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您所说的两个公告属实。同时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公司与合作伙伴拟共同设立清洁能源产业并购基金的协议已

经解除并终止；此外子公司瑞迪租赁参与的清洁能源产业信托计划已经清算完

毕，提前终止。感谢您的关注！

2019-03-07

10:26:25

17
贵公司参股的节能环保基金和信托有投资了那些企业？有没有投资高科技或高

端环保装备的企业？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投资节能环保基金和信托基金。公

司的工业锅炉装备覆盖燃油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电锅炉及各类压力容器设

备。谢谢！

2019-03-06

17:08:08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18
请问公司是否有参与清洁能源产业方面的基金？目前有投资于哪些公司？股权

占比多少？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投资清洁能源产业基金。谢谢！

2019-03-06

16:57:04

19 请问公司是否有生产生物天然气？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包括:1、燃气壁挂炉、热泵、热水

器、净水系统、新风系统等舒适家居产品的生产及销售；2、工业锅炉的生产

与销售；3、能源运营服务业务。其中，在能源运营业务方面，公司多年来一

直在进行生物质气化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

2019-03-05

16:49:52

20

董秘你好，据了解贵公司在生物天然气这方面深耕多年，应该是A股里的龙头

企业，请问近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征求对《关于促进生物天然气产业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对贵公司有何积极影响？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生物天然气作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之一，可优化天然气

供给结构，有利于补齐天然气供需短板，降低进口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保障

程度。公司作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及清洁能源使用装备制造商，天然气的普

及率的提升将对公司的装备销售业务及能源运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感谢您的

关注！

2019-03-05

14:44:26

21
请问贵公司:贵公司是否生产生物天然气？是否生产生产生物天然气的装备？

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包括:1、燃气壁挂炉、热泵、热水

器、净水系统、新风系统等舒适家居产品的生产及销售；2、工业锅炉的生产

与销售；3、能源运营服务业务。截止目前，公司的尚未涉足生产生产生物天

然气装备的业务，感谢您的关注。

2019-03-05

14:21:16

22

请问贵公司：国家能源局最新出台了生物天然气发展规划，到2030年生物天然

气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对贵公司来说，在这方面有哪些布局？对公司形成

怎样的利好？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包括:1、燃气壁挂炉、热泵、热水

器、净水系统、新风系统等舒适家居产品的生产及销售；2、工业锅炉的生产

与销售；3、能源运营服务业务。其中，在能源运营业务方面，公司多年来一

直在进行生物质气化相关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总的来说生物天然气发展规划的

出台，有利于补齐天然气供需短板，降低进口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保障程度

。公司作为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及清洁能源使用装备制造商，天然气的普及率

的提升将对公司的装备销售业务及能源运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感谢您的关

注！

2019-03-05

17:08:19

23
请问公司的B端的生物质能或者天然气供热项目，近一年以来，签订订单的具

体情况。

感谢您的关注！为体现公平原则，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在定期报

告中披露相关信息。

2019-02-19

10:44:03

24
公司为了发债券，天天打压公司股价公司股价已经严重偏离指数，公司不作为

的表现如何解释？不要总回答谢谢关注，

感谢您的关注！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好公司，用优秀业绩回报投资者是公司的

责任。二级市场的股价波动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无法判断股价走势，请投资

者理性投资。

2019-02-19

10:42:44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25
大盘涨了气势如虹，贵公司股票我断定几天涨的不够明后天一天跌的。公司没

有任何提振措施？
感谢您的关注！

2019-02-14

10:04:23

26

公司已经拿到可转债批文，请问打算什么时候具体发行？迟迟不发行的原因是

什么？

另外，很多上市公司在互动易都会提供每月月底的股东人数，公司是否也考虑

一下提供每月的股东人数？

感谢您的关注！公司按计划推进可转债发行，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的后续公告

。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2019-02-13

09:51:52

27

根据贵司公开公告，公司16年收购的迪森家居的股权收购款还剩2.5亿左右需

要在2019年6月份之前支付，这笔费用是否计入2019年的营业成本，根据贵司

2018年的业绩预测，2018年只有2亿左右利润，是否会导致公司2019年业绩大

幅变化，谢谢！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计入长期

股权投资成本，不影响损益表；在目前可预见的期间，公司暂未发现存在导致

公司2019年业绩大幅变化的因素。感谢您的关注！

2019-02-04

14:35:36

28

公司股价跌成这样，不是光靠董秘喊几句口号，就能扭转颓势的，而是要拿出

实实在在的行动来挽回投资者的信心，请问大股东有什么举措？希望公司的管

理层不要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股价近一年来跌幅较大，公司管理层亦感同身受，但

公司坚信二级市场的股票定价短期可能失效，可长期来看股价肯定会回到和公

司基本面相匹配的水平，价值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公司管理层对公

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感谢您的关注！

2019-02-04

14:40:45

29

公司收购小松鼠和世纪新能源有没有商誉，有的话是多少，另外公司的资金压

力一直很大，为什么不引进战略投资者或者国资，因为依靠公司自身的实力已

经无法壮大，几个大股东轮流质押，看来已经捉襟见肘，可怜了那些投资你们

公司股票的中小投资者，现在这个价格基本上是血本无归，可公司一句安慰的

话都听不见，除了套话就是套话，你们把投资者当成什么了！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1、截至2018年3季度，公司合并报表商誉账面约共计3.04

亿，主要为收购成都世纪新能源所产生；经审计，成都世纪新能源在2016年度

、2017年度均超额完成业绩承诺，同时由于其为运营类项目，下游的客户为会

展中心、酒店、商场、居民小区等非常稳定的用户，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亦未

发现相关的商誉存在减值的迹象。2、公司短期存在一定的资金压力主要是由

于现金收购，投资性现金流出较大所致，但公司各项业务回款均不错，经营性

现金流表现良好，所以随着收购款的支付完毕及每年经营性现金流的积累，公

司的资金压力将有效缓解。3、2018年度，公司股票跌幅较大，投资者损失惨

重，公司管理层亦感同身受，但公司坚信二级市场的股票定价短期可能失效，

可长期来看股价肯定会回到和公司基本面相匹配的水平，价值可能会迟到，但

绝对不会缺席！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感谢您的关注！

2019-01-30

16:19:39

30
回答信息提问能不能不流水作业，来点实诚。公司股价一蹶不振不该有所表现

呢？股价屡创新低作何解释？公司高管还减持么？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经营状况稳健正常，请投资者理性看待公司价值，理

性决策。截至目前，未收到公司高管减持计划。谢谢！

2019-01-30

09:52:15

31
大盘一直涨，我们的股票却一直跌，你不会说只因为二级市场原因吧。公司没

有任何声音，措施是否让股民心寒？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目前基本面正常，没有应公告而没有公告的事项。

股票价格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2019-01-29

09:18:28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32

公司几个大股东，已经没有实力和能力经营好公司，有没有考虑到引进有实力

的机构或者国资来接盘，给广大投资者一个安慰，毕竟股价已经跌了14个月

了，可大股东没有任何举措，公司的业绩也大幅下滑，是时候寻求改变了！

感谢您的建议！2018年由于家用壁挂炉“煤改气”市场实施政策调整为“以气

定改”原则，使得上年度推进过快的“煤改气”市场回归理性；同时由于上一

年度“煤改气”市场业绩基数过高，所以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存在回落压力。多

年来公司管理层勤勉尽责经营公司，相信未来在创始股东的带领下公司能继续

稳健经营，回报投资者。

2019-01-29

09:15:10

33
今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公司将通过哪

些方式来推行“无废城市”建设工作？

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的定位是“清洁能源的综合服务商”，公司的生物质能供

热板块业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积极参与“无废城市”的建设。谢谢！

2019-01-22

16:33:08

34 公司截至2019年1月份股东人数是多少？ 感谢您的关注！公司的股东情况请参阅公司的定期报告，谢谢！
2019-01-21

16:55:21

35
董秘好，请问b端装备生产搬迁常州是否完成？ 19年何时可以正常生产？谢谢

。

感谢您的关注！公司B端装备生产搬迁常州目前正在进行中，预计在2019年3月

完成并具备正常生产条件。谢谢！

2019-01-21

16:12:06

36 公司股价跌了一年，是否有回购的计划？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自身资金状况及使用计划确定回购计划，截止

目前尚未制定相关的回购计划！感谢您的关注！

2019-01-18

08:34:50

37 请问，贵公司为子公司担保的资金用途是什么？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关于为子公司担保的资金用途通常是为满足子公司正常

业务需求及支持其业务发展，具体请查阅公司相关公告。

2019-01-14

09:33:20

38 董秘您好，请问2018年冷凝产品卖的好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高效冷凝炉相比于普通锅炉更加节能环保，附加值亦更高

。2018年度，高效冷凝炉在公司B端装备销售中占比约20%，占比稳步提升！感

谢您的关注。

2019-01-18

08:46:28

39

在煤改气放缓的背景下，公司有没有什么举措，来保持公司的业绩增长，另外

还有没有必要加大对这方面的投资，公司的市值基本上就是个壳的市值，管理

层有没有做好公司的打算。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在煤改气放缓的背景下，公司的业绩比17年有所回落。公

司未来将会加强新产品研发，增加新风、净水、热水器、电壁挂炉、热泵等新

产品投放市场，加大在城市燃气及渠道方面的布局，努力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

率，管理层对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充满信心。

2019-01-11

17:58:39

40
三四季度本应是销售旺季，但是三四季度单季盈利大幅下降，环比大跌，为什

么没有一个合理解释？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报告期内，家用壁挂炉“煤改气”市场实施政策调整为“

以气定改”原则，使得上年度推进过快的“煤改气”市场回归理性；由于上一

年度“煤改气”市场业绩基数过高，所以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存在回落压力。感

谢您的关注！

2019-01-10

18:09:35

41 请问，公司供担保了多少债务？

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2018年12月24日，公司已审批且实际已发生对外担

保余额为34,126.31万元。上述担保全部是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详情请参阅相关公告及公司定期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2019-01-07

16:19: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