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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9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参与单位名称

及人员姓名 

参加浙江美大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全体投资者 

时间 2021年 4 月 27 日 15:00-17:00 

地点 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上市公司接待

人员姓名 

董事长夏兰、副总经理钟传良、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培飞、董事

会秘书徐红、独立董事张美华 

投资者关系活

动主要内容介

绍 

 

1、尊敬的董事长，如公司年报所说，“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

不锈钢板、冷轧板等，且原材料成本占公司主营业务成本比例较

高”，今年以来，原材料的大幅涨价对公司的影响如何？公司能否

将上涨的所有成本传导至下游？谢谢！ 

答：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毛利率。但由于公司信誉好、

资金实力强、采购量大，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公

司对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预判，因此对不锈钢等原材料提前进行价

格锁定和储备。如后续原材料持续上涨会对毛利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措施提升利润空间，保持相对

稳定的利润率水平。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市场对于公司管理层的结构，一直有担忧，由于创始人夏先生

已经 80 岁了，请问公司在接任人方面如何规划？还是会引进职业

管理团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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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是靠团队运作的，夏总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和企业家，现

任董事长为夏兰，目前团队人员勤勉尽职，工作高效，具有很强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暂时不会引进职业管理

团队。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请问近期会否推出员工股权激励计划？ 

答：公司 2016年对关键管理人员和核心业务人员实施过股权激励，

为提升员工积极性和稳定性，后续公司会根据企业发展和实际情况

确定是否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4、请问公司 2020 年线上销售额占营业总额多少百分比？同比增长

多少？ 

答：2020 年线上销售占公司营收的 5.17%（按照出厂价口径计），

同比增长 11.4%。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5、请问公司 2020 年线下销售额的结构是怎样的？经销商、KA、工

程分别占多少？ 

答：2020 年营收按渠道分，经销商渠道占比 90%左右，电商渠道占

比 6%左右，KA和工程渠道占比 4%左右。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6、2020 年，公司三四线城市的销售额占比是多少？一二线城市的

销售额占比是多少？ 

答：2020 年，公司营收中，三四线城市占 75%左右，一二线城市占

25%左右。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7、请问公司有没有开发国外市场的计划？ 

答：公司产品已出口马来西亚等国际市场，但目前主要以国内市场

为主。 

 

8、公司在交流会上表示，2021 年计划完成 1000-2000 家社区及乡

镇店布局，请问这种社区及乡镇店，是公司直营还是经销商经营？



 

 3 

如果是公司直营，会不会对经销商的利益有所损害？ 

答：社区及乡镇店是通过经销商经营的，不会和经销商利益冲突的。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9、年报所提及的 800 家 KA、专卖场门店，是直营店还是经销商经

营的？ 

答：年报中提及的 800 家 KA、专卖场门店是由经销商经营的。感谢

您的关注和支持！ 

 

10、请问钟总，如何看待火星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战略（线下导流

线上、和经销商协调好利益机制）？美大除了外包线上销售给第三

方之外，是否还会有其它战略发力电商销售？ 

答：火星人电商发展不错，但集成灶行业具有强安装属性，需要强

有力的线下渠道支撑，美大有更优质完善高效的线下经销商体系，

能稳步推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2020年公司线上销售领域作了多

项战略性布局和有力措施：1）把京东、苏宁、天猫平台的官方旗舰

店委托专业第三方电商代运营机构进行运营；2）对线下经销商开放

网络经销权限；3）开设公司官方商城；4）开展厂家直播带货创新

营销活动；5）对线上产品实行差异化等，今年将继续加强电商运行

团队力量及推广资源投入。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1、请问夏兰总，未来夏鼎博士是否有回美大任职的想法，老夏总

是否有退休颐养天年的计划？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答：公司是靠团队运作的，现任董事长为夏兰，目前团队人员勤勉

尽职，工作高效，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向着既定的目标

前进。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2、您好 我是新晋十大流通股东黄红， 由于部分原因无法到场参

加股东大会。 有几个问题请教。 1: 请问目前拍板人到底是夏兰

总还是夏志生总。2: 目前能看出美大高度重视线上板块，是否考

虑牺牲短期利润进行更激进的营销策略来抢夺市场。3:请问天牛品

https://rs.p5w.net/question/3f1161396e4546eda1406edff415356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f1161396e4546eda1406edff415356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3f1161396e4546eda1406edff415356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6197a5b52ad471ca2962e831843d7d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6197a5b52ad471ca2962e831843d7d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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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核心策略时走线上还是线下缓慢铺垫，预计放量时间。 谢谢 

答：您好，1、目前董事长是夏兰，总经理是夏志生，总经理主要负

责日常生产运营管理；2、今年公司会加大电商运行团队力量和资源

投入，目标翻番增长，公司会稳步推进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3、天

牛品牌将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将于今年下半年逐步放量。感

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3、一线城市是树立一个品牌的高端形象，公司对，北，上，广，

深下一步如何规划？ 

答：您好，一是扩大销售终端面，进入知名的卖场，另外公司也给

与北上广深等大城市资源支持，扩大宣传和市场开发投入。感谢您

的关注和支持！ 

 

14、是什么原因导致公司夏老先生再次出任总经理？ 

答：您好，夏志生总再次出任总经理，是考虑到团队的合作分工和

高效发展。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5、请问公司线下集成灶市场份额是否下降较多？ 

答：您好，公司的市场份额持续稳定在 25%左右。感谢您的关注和

支持！ 

 

16、您好，广州、深圳等区域，我问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美大集成

灶，更不知道美大集成灶是开创品牌和市场份额第一的品牌，有哪

些措施在这些区域拓展市场？ 

答：您好，大城市的市场投入周期长，加之目前集成灶行业在大城

市的消费者认知度不够高，需要持续的投入才能产生效果。感谢您

的关注和支持！ 

 

17、请问钢铁，铜等原材料涨价对产品的影响？ 

答：您好，钢铁、铜灯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毛利率。

但由于公司信誉好、资金实力强、采购量大，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

https://rs.p5w.net/question/6d8f821526c34cb1a060081d15a4cd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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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对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预判，因此对不锈钢

等原材料提前进行价格锁定和储备。如后续原材料持续上涨会对毛

利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措施提

升利润空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率水平。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18、请问领导公司 20 年集成灶销量是多少台？  

答：您好，公司 2020 年集成灶销量 40 万台左右。感谢您的关注和

支持！ 

 

19、请问钢铁，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对公司产品销售利润的影响？ 

答：您好，钢铁、铜灯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到毛利率。

但由于公司信誉好、资金实力强、采购量大，与供应商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同时公司对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有预判，因此对不锈钢

等原材料提前进行价格锁定和储备。如后续原材料持续上涨会对毛

利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措施提

升利润空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利润率水平。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0、请问现时线下的经营店（如社区店、KA、专卖场），是否都是

经销商经营，没有公司直营的？ 

答：目前公司线下经营店由公司经销商经营，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1、请问徐董秘，不知大股东和高管是否感觉到，市场非常恐惧他

们的减持   

答：您好，公司大股东和高管自上市以来仅在 2018 年、2020 年、

2021年通过大宗交易进行微量减持外，其余时间均未进行减持，且

大股东和高管的减持行为也都是合法合规，市场也非常认可。感谢

您的关注与支持！ 

 

22、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是专注于集成灶还是类似美的那样的多

元化发展，除了集成灶，有没有考虑类似扫地机器人这样的智能家

居产品？ 

https://rs.p5w.net/question/e96db1aa12f74f018606638232477735.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e06aadfe54d4cad97e116244e37d24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e18ac421ed144749c3c36764c78cb0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9e18ac421ed144749c3c36764c78cb0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2e4f395551340b6b50f385502af7bf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2e4f395551340b6b50f385502af7bf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0ea8453c4934c23ad714f738a462aa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0ea8453c4934c23ad714f738a462aa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d0ea8453c4934c23ad714f738a462aa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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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司未来专注于以集成灶为主的厨房电器产品，感谢您的关注

和支持！ 

 

23、您好夏董事长，能否具体说一下，现在公司里面，您跟夏老先

生的分工是怎样的？ 

答：您好，夏兰董事长全面负责，夏志生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日常

经营管理。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24、请问王总，去年公司集成灶的产能利用率是多少？ 

答：您好，公司集成灶的产能利用率在 70-80%左右，感谢您的关注

和支持！ 

 

25、请问 110 万台的生产线预计何时可以投产？现在有没有部分投

产？ 

答：您好，公司 110 项目基本建设已全部建设完成，一期项目已投

产，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6、您好徐总，请问 2020 年，公司集成灶产能利用率是多少？ 

答：您好，公司集成灶的产能利用率在 70-80%左右，感谢您的关注

和支持！ 

 

27、公司股价长期上涨，但是前 10 大股东只有 1 家基金持股，非

常反常。请问公司一共有多少家基金持股，持股总量是多少？是否

可以查阅公司的股东名册？如何办理手续？ 

答：您好，截至 2020年年报，共有 108支基金持股，感谢您的关注

与支持！ 

 

28、请问领导 经销商渠道库存大概多少万台 

答：您好，基本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库存，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29、为什么公司净利率比同行高出这么多？ 

https://rs.p5w.net/question/fc6e45edc6804ccb92005390db81a87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fc6e45edc6804ccb92005390db81a87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8b8d8a429ef4170bdc7e49311d89dcf.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8b8d8a429ef4170bdc7e49311d89dcf.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0a80dd58a714098aec844dcd2ac5d9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0a80dd58a714098aec844dcd2ac5d9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b0a80dd58a714098aec844dcd2ac5d9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8083660468c24c5e989259244e398c90.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a686a5c554f4e6db2b7f080eff4c5c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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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好，因为公司生产和销售量大，具有规模效应，生产效率高，

带来毛利率普遍高于同行，加之公司的的经营管理效率高，带来管

理费用率等低于同行，最终体现出较高的净利率水平。感谢您的关

注与支持！ 

 

30、公司认为未来潜在最大竞争对手会是谁？ 

答：您好，集成灶行业目前正处发展阶段，未来随着家电品牌、传

统厨电品牌龙头企业的进入，可能会成会公司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

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1、投产的一期项目是多少万台？   

答：您好，投产的一期项目产能是 30万台左右。感谢您的关注与支

持！ 

 

32、公司 110 万台项目一期完工后，为什么总员工人数没有增加呀 

答：您好，因为 110 万台项目所需的员工已提前招录完毕。感谢您

的关注与支持！ 

 

33、公司今年的业绩目标是多少？ 

答：您好，今年的业绩目标保持一定的增幅，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4、请问领导，中怡康的数据显示，2020 年集成灶行业整体销量大

概 238 万台，同比增长 13%；公司销量增长幅明显低于行业水平。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以及公司有什么应对策略？ 

答：您好，这些数据的统计以线上销售数据为参考，同时各个品牌

规模基数也不样，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5、请问 110 万台项目的生产线一期投产，请问一期产能有多台？ 

您好，110万台一期项目的产能约 30万台，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6、请问出厂价从 17年到现在历年的变化 是否有过降价行为 . 未

https://rs.p5w.net/question/4a0c9849cea445959b295ed2c827f3a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c3f7c87e6a9747fc969d2496dc0e429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91f461acd0e47ac91cb0ae20db02fe6.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e8c3971ae22444228f55518f3bf6e2ac.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9a5e03f7f554f3d84622220c1c7d9f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9a5e03f7f554f3d84622220c1c7d9f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79a5e03f7f554f3d84622220c1c7d9f7.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21fac9d137744390b56c1ae5057a2201.shtml
https://rs.p5w.net/question/09dbb0ee7b494972a491c02b98a6f0d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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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对出厂价提价的计划 

答：公司产品价格保持稳定，未来推出的新产品将根据其技术、功

能等重新定价。 

 

37、请问对集成灶未来在油烟机市场中所占份额怎么看？能否大幅

增长？ 

答：集成灶行业发展空间较大，未来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预计三五

年内行业渗透率有望达到 25-30%，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38、美大定位是高端集成灶品牌 出厂价略低于火星人和亿田./是

否有过考虑参考火星人的方式 终端报价提高 返利提高来美化财

务报告 

答：您好，主要是确认销售收入口径不一样，我们是以出厂价计算

销售收入，有的厂家可能以零售价计算销售收入，感谢您的关注和

支持！ 

 

39、请问夏董，集成灶技术门槛应该不高，起码低于抽油烟机，是

吗？ 

答：您好，集成灶技术门槛肯定比传统油烟机、燃气灶等产品要高，

因为他是一个多功能集成化的产品，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 

 

40、请问夏董，控股股东除了集成灶外，是否有其它的发展方向，

例如新能源？ 

答：您好，公司保持以集成灶为主的厨房电器发展战略不变。感谢

您的关注和支持！ 

（此次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公司不存在泄露重大未公开信息的情

况。） 

附件清单（如

有） 

无 

日期 2021年 4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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