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911

证券简称：亿田智能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429
投 资 者 关 系  特定对象调研
活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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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一沟通

□其他
参 与 时 间 、 参与时间：2021 年 04 月 27 日

10：00-11：00

地 点 、 参 与 地点：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电话会议
单 位 名 称 及 华安基金：李杨、万建军、王旭冉、陆奔、张亮、曾广钧
人员姓名

国元证券：邢瀚文

参与时间：2021 年 04 月 27 日

15：00-16：00

地点：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电话会议
海通证券：朱默辰

华富基金：朱程辉

准锦投资：朱斌

农银汇理：仲恒

招商基金：郑若慈

博时基金：郑炳蔚

国海富兰克林：赵宇烨
长城基金：赵波
交银施罗德金：张龙

上投摩根：赵隆隆 湘财基金：赵晨凯

中银基金：章斌
安信证券：张立聪

华安财保：张文浩
农银汇理：张峰

金元顺安：张博

泰康资产：俞丰榕

长城基金：余欢

大朴资产：姚永华

融通基金：姚一鸣

中银基金：杨亦然

淡水泉：杨烨

基石投资：徐军

德邦证券：谢丽媛

凯读投资：肖蒙蒙

长城证券：肖琛

青士投资：吴嘉诚

中金：韦一飞

大朴资产：王鹏

允文资产：孙志华

博时基金：孙少锋

财通基金：苏绍许

泰康资产：宋仁杰

申万证券：史晋星

青云合益：沈伟杰

申万证券：青青

抱朴：钱斌

圆石投资：彭强

华富基金：聂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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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盈基金：吕功绩

青骊投资：罗晓梅

申万证券：刘正

奶酪投资：刘一帆 海富通基金：刘海啸 前海联合基金：林梓兴
中科沃土：林茵

华夏基金：林祎露

安信证券：李奕臻

华安基金：李杨

华融证券：李亚东

华泰柏瑞：李飞

国寿安保：李丹

星泰投资：贾淑靖

华夏基金：季梦晨

中科沃土：黄艺明

中金：何伟

东兴基金：郭琪

安信基金：郭陈杰

融通基金：关山

华泰保险：宫衍海

我源品资产：范永玺

富利达：樊继浩

信诚基金：丁珊

德邦证券：邓颖

光大证券：曾炳祥

广发基金：蔡宇杰

德邦证券：丁晓月
大正十方：程凯
中科沃土：蔡嘉俊

中银基金：蔡国栋

参与时间：2021 年 04 月 28 日

10：00-11：00

地点：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电话会议
中庚基金：熊正寰

国元证券：邢瀚文

参与时间：2021 年 04 月 28 日

13：00-14：00

地点：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馆一楼会议室
长城基金：赵波、余欢、周诗博、陈子扬
西南证券：龚梦泓、郑龑

参与时间：2021 年 04 月 28 日

14：30-16：00

地点：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博时基金：林博鸿、王增财、孙少锋
上市公司

董事、总经理：孙吉

接待人员

财务总监：俞寅
董事会秘书：沈海苹

投 资 者 关 系 1. 问：公司内部管理有何变化？
活动主要内

答：2020 年已经开始做营销体系的变革，目前改革在落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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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介绍

段，预计将在 5 月份完成。以前绩效考核存在“大锅饭”现象，
绩效考评失去应有的效果。改革后工资发放和考核将会完全改变，
更注重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改革后业绩指标最高者和最低者
收入差距将会变大。同时考核也更严格，设置末位淘汰制，压力
动力变强。
2. 问：渠道招商情况？
答：招商模式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目前是招前、
招中、招后细分管理。招前：审核经销商质量;招中：配置标准化
设计以及集采供应体系，协助经销商进行店面选位；招后：提供
KA 活动，让经销商体验了解产品推广活动，增强客户信心和思路。
目前部分省会城市和重点市场的大商正在积极跟进中。
3. 问：蒸烤独立集成灶的壁垒在哪里？
答：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的下置风机集成灶，将风道系统
从背部移到了底部，使机身的使用空间得到了有效提升。在这个
专利的基础上，公司研发出了大容量消毒柜集成灶、大容量蒸箱
集成灶，以及蒸烤独立集成灶。
4. 问：如何留住职业经理人？
答：公司目前团队稳定，除了短期考核外还有三年长效激励，
通过这个激励方式使职业经理人与企业命运共同体，从而增强人
员稳定性。
5. 问：公司组织架构变化后由谁来决策？
答：公司经营层会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务实高效推进各项经
营发展工作，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着力推进深化改革，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坚持以“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总体经营
战略布局，多元并举，协同发展。公司目前有明确的岗位职责和
分权管理制度来支撑经营层的公司治理。
6. 问：副总经理庞庭杰具体负责什么业务？
答：营销版块的品牌文化中心由总经理直接管理外，其余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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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都由庞总负责。
7. 问：集成灶行业的未来趋势？
答：个人是非常看好集成灶行业的。根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
2020 年厨电行业市场规模 551 亿元，同比下滑 7.7%，其中油烟机
零售额 319.5 亿元，同比下滑 9.3%，燃气灶零售额 188 亿元，同
比下滑 5.9%。而集成灶作为厨电行业的新品类，仍保持快速增长，
其零售额 182 亿，同比增长 13.9%。目前已经有四家集成灶企业
上市，相信在各家上市公司的带动下，集成灶知名度会越来越大，
同时也会越来越受消费者的认可。
8. 问：公司为什么没有聚焦在集成灶要做橱柜？
答：橱柜业务跟集成灶息息相关，集成灶产品的经销商大多
数在销售橱柜，未来产品终将会被场景所覆盖。集成灶与橱柜的
结合能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公司基于未来三年布局，在聚
焦集成灶的同时推出橱柜产品，这是公司整体战略。目前公司橱
柜还在萌芽阶段，等模式走通之后才会推广，其次橱柜团队在管
理上完全独立，对集成灶不会有影响。
9. 问：请总经理孙吉先生谈谈选择接班的原因？
答：接班这个事需要第一代创始人的重视、第二代继承人的
意愿，以及两代人长期的共同努力与磨合。选择接班最重要的原
因还是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价值观等，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我去接
班，从而保证基业长青。
10. 问：电商的布局如何？
答：电商布局方面，首先公司加强人才建设，引进优秀人才。
电商团队在新电商总监的带领下，找到营销突破口，目前增长趋
势显著。其次，从产品定位上公司也会有划分。公司将中高端机
型定位给线下经销商销售，激活他们主观创造能力。另外将中低
端机型放在线上，激活经销商同款同佣模式，这样既抓住了线上
市场同时也没有放弃线下经销商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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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问：同类型产品跟同行比的优势？
答：公司始终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经过多年发展，已形
成了强大的集成灶研发体系、完善的产品生产线，通过持续加强
设计研发创新、不断改进产品生产工艺，公司集成灶产品的油烟
处理性能和外观设计等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12. 问：未来集成业行业是否会出现价格战？
答：集成灶不是降价就能产生销售的产品，目前要做的事情
是把集成灶行业的市场份额做大。公司的集成灶都会有产品定位，
今年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部分机型会有价格浮动。
13. 问：公司毛利率偏低的原因？
答：毛利率偏低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其次由于第一
季度是厨电行业销售淡季，受固定成本等因素影响，未来随着销
量和产量的增长以及成本管控的提升，毛利率会有所改善。
14. 问：合同负债增长的原因？
答：公司在三月份召开经销商会议后，经销商的经营理念和
信心有所提升，合同负债增长是市场和信心提高带来的销量贡献。
15. 问：如何看待一二线城市渗透速度？
答：无论是一二线城市的大众，还是三四五线城市的大众，
同样都是消费者，两个群体之间有差别，也存共性。集成灶本身
也有性价比，它更多的是做厨房空间节省，可以解决面积不够大
的问题。公司认为抓住适量人群就可以支撑集成灶品类做大做强。
目前核心是要找到优秀经销商快速进入一二线市场进行渗透。
16. 问：蒸烤一体持续提升是趋势，公司独立腔体有比较强的优
势，目前反馈如何？
答：蒸烤一体机今年热度很高，在价格上跟蒸箱相差不大，
但是功能更全面。公司凭借独创的风机下置结构应用，实现蒸烤
功能的“双涡轮加速”，产品优势明显，市场反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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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问：线下主推什么产品？
答：线下会以蒸烤独立为主。公司以消费者需求为驱动，深
耕品牌专卖店，提升门店体验感和终端服务能力，致力于打造形
象好，位置好，差异化的集成灶产品。
18. 问：公司有没有向一线城市突破？
答：有，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大商的招募，也是希望能够通过
和大商的通力合作，打开一二线城市的高端市场，同时公司也引
进高端核心人才，高端人才所带来的新思路、新战略能促使公司
稳健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公司积极与高端卖场居然之家、红星美
凯龙等强强联合，抢占一二线市场。
附件清单

无

日期

2021 年 0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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