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提问内容 回复内容 回复时间

1
请问公司的劳力特新风系统在新风行业中处于什么位
置？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劳力特品牌新风系统主要
产品为壁挂式新风机、直吹式新风机、柜式新风机、商用大
型定制新风机等。公司以打造智能舒适家居系统为核心，将
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加大市场布局力度，把握发展机遇。谢
谢。

2020-07-01
16:30:03

2 公司跨境通这一块有业务吗，参股的有公司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暂无开展跨境通业务，谢
谢。

2020-07-01
16:30:27

3

公司市值持续萎缩三年了，股价从18一路下跌到5元附
近，公司董秘10元增持后现在也是跌一半了。请问今年
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气源紧张问题缓解，公司壁挂炉
业务市占率怎么持续下滑呢？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壁挂炉市占率仍居行
业前列，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争取以更好的业绩
回报投资者。谢谢。

2020-06-29
17:33:10

4
请问公司什么时候公布半年报？另，近期好几起合同纠
纷的诉讼进展情况如何？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2020年半年报预约披露日
期为8月28日。公司诉讼情况请您关注公司发布的公告。谢谢
。

2020-06-24
15:37:04

5
公司不做市值管理吗？不怕被要约收购吗，还是低价引
入战略投资者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非常重视资本市场，将紧
抓行业发展机遇，努力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争取以更好的业
绩回报投资者。谢谢。

2020-06-24
15:36:32

6
孵化园目前入驻的都有哪些类型的企业？有高科技类型
的企业没有？公司会不会对一些高科技公司入股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孵化园项目已入驻企业以
电子信息技术类型为主。迪森孵化园主要定位为高层次人才
项目创新集聚中心，主要对接全球高层次人才和高端项目，
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谢谢。

2020-06-17
17:05:44

7
房地产行业正在洗牌，新交付小区大部分都有新风系
统，希望公司抓住新风系统和智能家居机遇大力发展公
司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公司将持续加强新风品
牌宣传，探索新的市场机会。谢谢。

2020-06-12
16:38:21

8
董秘你好，贵司发行的迪森转债已多次触发转股价下修
条例，不知下修转股价有被提上日程吗？什么时候能有
下修转股价公告披露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相关情况请您关注公司发布的
公告。谢谢。

2020-06-12
16:37:48

9
公司的迪森孵化园运营的怎么样了，最近是在否洽谈资
产注入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孵化园项目目前正在施工
建设，部分原有建筑已有企业入驻。谢谢。

2020-06-12
16:3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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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请问，最近公司生产复工正常了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已基本实现全面复工复产
。谢谢。

2020-06-08
15:39:12

11 请问，小松鼠目前有多少家一级经销商？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家居系列产品经销商主要
分布在陕西、河北、河南、宁夏及华东、中南地区，目前已
发展一级经销商200余家。谢谢。

2020-06-05
16:30:04

12
今年作为煤改气的大年，请问贵公司今年1-5月中标了多
少个煤改气工程招标？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具体经营数据请您关注公
司发布的定期报告。谢谢。

2020-06-02
14:04:04

14
精装修大势所趋，公司除了新风系统，还有哪一快属于
精装修范围业务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子公司迪森家居以“冷、暖、
风、水、智”为理念，以壁挂炉为核心，搭配空气源热泵、
新风系统、净水系统，致力于为家庭用户提供健康、舒适、
智能的家居系统解决方案及配套家居产品。谢谢。

2020-05-28
16:51:55

15
公司的新风系统现在什么情况了 是否受益于国家精装修
房屋。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一方
面加大新风产品开发力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调
整营销策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模式，提高市场占有
率和知名度。公司将持续加强品牌宣传，打造公司品牌形象
。谢谢。

2020-05-28
16:51:35

16

根据相关资料，劳力特是一个来自英国的百年品牌，是
由迪森引进国内的。请问劳力特现在和贵公司是什么关
系？双方是合作关系，还是公司已收购的品牌？劳力特
的相关产品目前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大概有多少？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子公司迪森家居旗下拥有“小
松鼠”“劳力特”两大品牌，以“小松鼠”壁挂炉为核心，
搭配“劳力特”新风系统、净水系统及多能源冷暖系统。“
劳力特”品牌起源于英国，目前劳力特为迪森家居注册商标
。谢谢。

2020-05-28
16:50:46

17
公司之前表示目前在加大新风业务的投入和市场布局，
那么请问具体的措施有哪些？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结合目前市场需求，一方
面加大新风产品开发力度，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调
整营销策略，开拓新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模式，提高市场占有
率和品牌知名度。公司将持续加强品牌宣传，打造公司品牌
形象。谢谢。

2020-05-28
16:50:21

19 公司家居用品是否开展直播带货了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20年4月17日晚，子公司迪森
家居旗下小松鼠、劳力特品牌联手举办了首场“暖气、净
水，松哥帮您选”线上直播活动。直播期间，主播在线为观
众答疑解惑，并带来了多重福利优惠。谢谢。

2020-05-25
15: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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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公司和参股公司有生产头盔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目前，公司及子公司没有头盔
业务。谢谢。

2020-05-21
16:49:27

21

公司业绩处于下滑周期有两年半了。市场研究，企业产
品对接是否出了问题？还在延续几年前的发展规划，特
别是销售，目前网红带货红红火火，公司销售策略没有
任何调整还是注重线下。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公司将积极参与及拓展
各渠道营销工作，持续探索新的市场机会。谢谢。

2020-05-21
16:49:40

22 请公司介绍下月初公司和菏泽市的战略合作情况？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与菏泽市政府在“平等自
愿、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前提下达成了框架协议，公司
拟在菏泽市打造北方生产与研发基地，菏泽市政府为公司提
供配套服务与支持。目前，公司尚未就具体合作方式签署正
式合同。谢谢。

2020-05-21
16:49:55

24
公司京东上的小松鼠官方旗舰店和小松鼠壁挂炉官方旗
舰店，哪个才是公司旗舰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京东的小松鼠官方旗舰店和小
松鼠壁挂炉官方旗舰店均是公司旗舰店。谢谢。

2020-05-14
18:01:39

25 你好，公司回购起止日期是2019.816到2020.8.15日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7月25日）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谢谢。

2020-05-12
17:32:17

26

您好产业在线数据19年壁挂炉行业销量增长37%，达到
309万台。公司是怎么在行业大增的情况下销量下降的？
公司是壁挂炉国内市场开拓者，现在是不是被挤出前三
名了？公司董秘10元增持的部分有没有卖出？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壁挂炉市场占有率处在行
业前列位置。2018年至今，公司董秘无减持公司股份。谢谢
。

2020-05-06
17:19:43

27
请问导致公司19年第四季度资产减值1500万元的非经常
性损益是什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9年末，公司对部分固定资
产和在建工程进行报废处置，对公司2019年度业绩形成一次
性损失，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2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报废部分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3）。

2020-05-06
17:19:32

28
公司劳力特品牌净水和新风系统为何不见在京东或天猫
销售？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在加大新风业务的投
入和市场布局，积极拓展工程、零售、电商等各渠道营销方
式。谢谢。

2020-05-06
17:19:13

29
建议公司多研发网红小家电，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
知名电商为平台，全力打造迪森品牌！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谢谢。
2020-04-29
17: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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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9年壁挂炉行业稳步增长，行业销售收入增长20%，请问
公司怎么在行业红火的情况下逆势下跌？公司不能总拿
煤改气做解释吧？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积极参与及拓展各渠道
营销工作，持续探索新的市场机会。谢谢。

2020-04-23
16:21:34

32

上海迪兴新能源地处浦东老港工业园区提供供热服务.上
海大都市使用烧煤锅炉供热污染严重，肯定不行的，用
电供热高峰时电力也紧张，我想问一下：临港特斯拉基
地供热系统是用电还是燃气，如果是后者，迪森有没有
能力提供供热系统或服务。国家新能源规划提倡节能环
保生物质新能源，公司能否主动点呀！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谢谢。
2020-04-21
17:26:42

33 建议公司尽快股权转让！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谢谢。
2020-04-21
17:26:30

34 董秘你好，公司受疫情影响会不会裁员？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目前已基本复工复产，生
产经营一切正常，暂无裁员计划。谢谢。

2020-04-16
17:43:19

36 公司的小松鼠壁挂炉属于家电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小松鼠壁挂炉是家电产品
。谢谢。

2020-04-16
17:43:05

38
董秘你好，公司的股权质押比例为多少有没有风险？公
司的偿债压力大不大有没有风险？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为0
。谢谢。

2020-04-15
17:26:24

39
董秘你好，上海新世纪评估是公司邀请的吗还是主动关
注公司一季报业绩的？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
有限公司为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评级机构。谢谢。

2020-04-15
17:26:02

40 请问董秘，公司如何防范被恶意收购？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可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
的《公司章程》。谢谢。

2020-04-15
17:27:00

41 请问董秘，天然气价格涨跌对公司有影响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业务处在天然气产业链的
下游，天然气价格的涨跌对公司的业务造成影响。谢谢。

2020-04-15
17:27:46

42
董秘你好，公司产品有没有进驻淘宝特价版或拼多多建
议进驻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和建议。子公司迪森家居在天猫
、京东均有旗舰店。谢谢。

2020-04-15
17:25:36

44
请问董秘，迪森常州锅炉为恒大新能源汽车的供货金额
是多少？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子公司迪森（常州）锅炉与恒
大新能源汽车签署了《2020-2022锅炉设备供应战略合作协议
》，迪森（常州）锅炉将根据恒大新能源汽车的实际需求另
行签订正式合同。谢谢。

2020-04-13
1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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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董秘你好，迪森孵化园的建设用地是公司自有土地吗？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迪森孵化园的建设用地是公司
自有土地。谢谢。

2020-04-13
17:03:49

46 请问董秘，人民币贬值对公司有没有影响？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人民币贬值对公司出口业务有
一定的积极影响。公司出口业务占比较小，对公司整体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谢谢。

2020-04-13
17:04:33

47 请问公司和恒大新能源汽车合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子公司迪森（常州）锅炉与恒
大新能源汽车签署了《2020-2022锅炉设备供应战略合作协议
》，迪森（常州）锅炉将根据恒大新能源汽车的实际需求，
向其提供锅炉设备，为其生产线提供热源供应。谢谢。

2020-04-09
16:21:15

49
公司的可转债已严重低于下修价格，公司是否考虑下
修？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具体情况请您关注公司发布的
公告。谢谢。

2020-04-09
16:07:07

50
近期，北方多地都开始了2020年清洁取暖设备的招标，
请问公司是否积极参与？目前主要中标了哪些项目？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公司将积极参与及拓展各渠道
营销工作，持续探索新的市场机会。谢谢。

2020-04-07
17:57:40

51
公司目前B端装备是否已经恢复正常，订单情况如何？另
C端净水，新风终端行业地位如何，壁挂炉2020年销售策
略是怎样的？谢谢回答

您好！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子公司迪森（常州）锅炉已基
本实现复工复产，具体经营数据请您关注公司发布的定期报
告。谢谢。

2020-04-07
17:5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