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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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 

时间 2022 年 6 月 15日 

地点 中证路演中心 

上市

公司

接 

待人

员姓

名 

董事长李增群、独立董事步延东、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吴利利、董事会秘

书孙秀欣 



投资

者关

系活

动主

要内

容介
绍 

活动期间谈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提问

人 
问题内容 

回答

嘉宾 
回答内容 

西红柿

红红 

请问公司制冷领域使用含氟制

冷剂和不含氟的制冷剂大概多

少比例。谢谢 

李增群 不含氟的制冷剂占绝对多数。谢谢 

upupup 

公司产能利用率达到多少，是

否有更多产能释放满足市场需

求 

吴利利 公司产能完成都能满足市场需求。 

迷茫 

请问公司最近会减持上市公司

的股票吗？（万化、清达环境、

中密科技） 

吴利利 公司会综合考虑 

游客

398654 

尊敬的董秘您好！请问冰轮在

数据机房节能中有哪些产品储

备？是否有液冷和间接蒸发冷

却技术应用于数据机房节能之

中？顿汉布什应用在国家开发

银行西安数据中心的 PUE 大概

在什么水平？ 

孙秀欣 

公司子公司顿汉布什的“集成自然冷

却功能的风冷螺杆机组”和“变频离

心式冷水机组”入选国家工信部《绿

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

录》。感谢关注 

BAM 
李总 请问贵公司的股价为什

么一直上不去？ 
李增群 

股价受诸多因素影响，非上市公司所

能决定。谢谢 

刘能 

发展才是硬道理，冰轮成立几

十年了，业绩一般，业务一般。

管理层能否大刀阔斧好好干一

番？ 

孙秀欣 是的。感谢关注 

upupup 

请问二季度公司毛利率水平，

螺纹钢价格保持稳定的情况

下，公司管理层从销售端、采

购端、设计环节、制造环节等

努力之下，是否环比有提升？ 

李增群 二季度数据还没看到。谢谢 

牛奶 
请问如何杜绝冰轮环境和冰轮

集团的同质化竞争？ 
李增群 不存在“同质化竞争”。谢谢 

西红柿

红红 

请问公司今年氢能装备销售情

况如何，公司在氢能领域今后

发展是否有信心，谢谢 

李增群 是的。谢谢 

萨拉 

请问董事长，上市公司体外还

有一个冰轮集团，不在上市公

司体内，未来有可能收购冰轮

集团资产吗 

李增群 眼下不合适谈这个。谢谢 

林汝捷 公司产能充足吗，如果有更大 步延东 可以通过增加外协来解决。谢谢您 



更多的订单，现有生产条件可

否满足？ 

游客

276363 

李总，公司 21 年研发费用比雪

人和大冷明显要高，22 年研发

投入还会继续增加吗？今年的

制冷展上会展出哪些优秀产

品？ 

李增群 
在制冷领域，技术的冰轮引领行业前

行。谢谢 

老呆 
公司股价低迷，换手率低，公

司有无稳定措施？ 
李增群 谢谢您的关心。 

氢气球 
请问我们研发的储能技术是走

哪方面的？谢谢 
孙秀欣 

冰储冷、氢储能、空气压缩储能、熔

盐储能、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分布式

能源等。感谢关注 

无悔 

当前整体的经济压力都很大。

公司现在生产是否受影响？公

司生产是否正常？ 

李增群 
供应链、产品交付和工程施工有些影

响，生产基本正常。谢谢 

upupup 

李董事长好，万华化学 CCUS 运

营项目什么时候达产？按照 15

万吨二氧化碳年产值，预期一

年收入利润是多少。另外类似

的 CCUS运营投资项目还储备了

多少？ 

李增群 预计下半年开工运营。谢谢 

流量 

请问我们和红塔的关系如何？

为什么红塔的减持，经历了那

么长时间，是否会安排红塔走

大宗减持？谢谢 

孙秀欣 

红塔创新另有绝对控股股东，公司仅

是其的小股东，无权“安排”其做什

么。感谢关注 

全球 
请问前年万化合作的二氧化碳

业务，是否开始运行？谢谢 
李增群 预计在下半年。谢谢 

萨拉 
烟台冰轮低碳能源装备产业园

具体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李增群 

集成公司在低碳能源方面的各项技

术，验证并持续提升。谢谢 

萨拉 

尊敬的董事长，国内正在大力

发展储能业务，公司的压缩机

和回收热能的技术非常领先，

有考虑过介入压缩空气储能领

域吗，公司是否有相关的技术

储备呢 

李增群 
公司有相应技术储备，在寻找合适的

项目。谢谢 

大道 
请问我们已销售保有存量机组

有多少台。谢谢 
孙秀欣 

数十年的数据了，无法统计。感谢关

注 

小吴 
现在碳捕集订单情况怎样，有

增长吗？占比多少 
李增群 碳捕集压缩机订单增长快。谢谢 

游客

307359 

尊敬的董秘您好，自去年国家

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

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

的通知》以来，我国大力实施

煤电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

孙秀欣 
水热同产技术应用于核电站。感谢关

注 



灵活性改造。 

请问冰轮环境的大温差吸收式

热泵技术以及水热同产技术是

否可以利用在火电厂的煤电机

组“三改联动”中的供热改造

之中？目前是否有相关产品应

用于“三改联动”之中？ 

游客

680075 

李总您好，从年报中看到毛利

率较 21 年下降，今年是否采取

什么措施提高毛利率？今年毛

利率会好转吗？ 

李增群 

将其视为系统工程，分别从销售端、

采购端、设计环节、制造环节等努力。

谢谢 

upupup 

作为国有控股全体员工持股的

公司，在完成三年国企改革方

案之后。是否考虑更加积极的

提升公司市值，比如员工股权

激励，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回购，

大股东及全体员工二级市场增

持股份，以及提高分红水平。 

李增群 
收到您的建议。回报股东是上市公司

的义务。谢谢 

西红柿

红红 

请问公司是否有意向向储能领

域拓展，有什么发展规划吗 
李增群 调配资源，研发储能技术。谢谢 

igfj 
已售出压缩机组的保养归上市

公司负责吗？ 
孙秀欣 是的。 

游客

228561 

国务院国资委已明文规定支持

上市公司回购股票，请问是否

有股票回购计划? 

李增群 目前无。谢谢 

江源 请问我们时候分红？ 李增群 
在与交易所和登记机构联系洽商，分

红到账大致在 6 月底 7 月初。谢谢 

游客

725524 
请问二季度订单情况怎么样 李增群 不错的。谢谢 

upupup 

2021 年预收（合同）账款同比

增 29％，2020 年报只增长

20％，2021 年收入增长 33％，

是否可以预期公司 2022年收入

增长趋势比 2021年在加速？可

以向广大投资者披露在手订单

情况吗？ 

吴利利 

公司收入呈现稳步上升态势。21 年收

入增速高于 20 年增速，22 年在手订

单保持稳定增长，不同年度在手订单

在行业结构分布不能直接明确未来

预期 

  吴利利 
涉及交付周期不同，收入确认时点不

完全相同。 

江源 

请问我们已售的压缩机组的保

养的利润是否并入上市公司财

报还是总集团内。谢谢 

李增群 
已售产品维保业务在上市公司体内。

谢谢 

冰冰 集团还整体上市么？ 李增群 
冰轮集团已经不是冰轮环境的股东

了。谢谢 

西红柿 请问公司六个月内有无增资计 李增群 目前无。谢谢 



红红 划 

upupup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国

家新基建重点支持方向，公司

在手订单是否比往年同期大幅

增加？公司产能利用率达到多

少，是否有更多产能释放满足

市场需求 

李增群 

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国家新

基建重点支持方向，对公司的冷链装

备板块有利。谢谢 

upupup 

全球领先的哈特福德压缩机数

字工厂投产后，可以具体介绍

该项目一下对公司产能和先进

制造的提升吗？ 

李增群 提升了产品品质和制造效率。谢谢 

听听 

尊敬的董事长，请问公司未来

发展的重点领域有哪些，氢能

装备占据什么样的地位？ 

李增群 
继续大力发展低碳节能技术服务社

会。谢谢 

游客

920816 

尊敬的董事长，长期持有贵公

司股票重仓长达 3 年以上了，

特别看重贵公司的细分冷链领

域龙头价值，请问除了较为传

统领域冷链领域·，在公司新

能源领域氢能源公司有什么总

体规划和总体构想 

李增群 
公司在着力发展相应氢能技术、储能

技术等。谢谢 

大冰轮 

1、公司的氢能装备领域进展如

何，新产品研发有突破吗，产

品主要销售给哪些企业，今年

以来氢能装备销售收入大概多

少？ 

2、公司毛利率自从 2020 年下

降很多，怎么看后续毛利率情

况，如果上游钢材价格下跌，

公司毛利率可以恢复到 30％左

右水平吗？ 

3、 

李增群 
各类氢能压缩机在完善型谱、持续改

善。谢谢 

游客

451573 

敬的董秘，近期国内新冠病毒

反复，贵公司年报中发布公司

正在研发：低温冷链新冠病毒

消杀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

及系列产品，正在进行样机的

试制和试验，请问该产品的产

品开发进展和预计上市时间，

希望尽快完成测试和生产，为

我国疫情防范提供帮助。 

孙秀欣 
产品鉴定、取证完成，在做市场导入

中。谢谢关注 

游客

451573 

尊敬的董秘，请问烟台冰轮低

碳能源装备产业园是由贵公司

投资建设的吗，目前进展情况

孙秀欣 

冰轮低碳能源装备产业园正在规划

过程中。新冠病毒消杀产品产品鉴

定、取证完成，在做市场导入中。谢



如何；贵公司研发的新冠病毒

消杀产品目前进展如何，有无

实际销售。 

谢关注 

 

附件

清单

（如

有） 

无 

日期 2022 年 6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