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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总论 

1.1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绍兴袍江年产 925 万（台）套电器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承建单位：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显泽 

建设地点：浙江省绍兴市袍江工业园 

预计投资：9.15 亿人民币 

建设内容：投资建设年产量 300 万台、年产值 5 亿元的电磁炉

生产线；投资建设年产量 300 万套、年产值 5 亿元的外贸小家电产

品生产线；投资建设年产量 105 万台、年产值 10 亿元的厨卫大家电

产品生产线；投资建设年量 220 万台、年产值 10 亿元的健康家电产

品生产线。总计建设年产各类电器产品 925 万套，产值达 30 亿元的

一个集研发、生产、配套功能为一体的生产基地。 

1.2 项目承建单位概况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 7 月，地处浙江省玉

环县大麦屿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 17602 万元。公司股票于 2004 年 8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行业内首家上市公司。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技术中心。公司主导产品 “苏

泊尔”系列压力锅被认定为浙江省名牌产品；苏泊尔压力锅、不粘

锅被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不粘锅、不锈钢炊具被认定为中国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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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复合材料炊具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公司在全行业首家通

过三体系认证及美国 UL 安全认证体系认证、德国 GS 认证等国内外

权威机构认证，并在全行业率先通过中国方圆标志认证。公司先后

获得浙江省四星企业、省科技先导型企业、省级“重合同、守信用”

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公司连续被评为“AAA 级”资信企业、“五

星级工业企业”。 “苏泊尔”商标为浙江省著名商标，并于 2002 年 3

月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评为中国驰名商标。 

公司已在全国 31 个省市，建立 40 个办事处，形成了四个主要

的销售渠道（大卖场、连锁超市、商场、批发市场），并构筑了强大

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系统。公司几年来积极进入国际炊具市场，

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中东、东南亚等国，外销份额逐年扩大。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经济状况如下： 

指      标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销售收入（万元） 83652 100510 146966 

利润(万元) 11100 7765 9525 

出口额（万美元） 3178 3598 5280 

 

1.3 项目的主要经济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建筑总面积 平方米 333233 
包括生产和行政和辅助设

施的建筑面积。 

2 公用工程    

 水 吨/月 7500  

 电 Kwh/月 2.34×10
6
  

3 年生产天数 天 280  

4 生产定员 人 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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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万元 62300  

7 总投资 万元 91500  

8 年销售收入 万元 300000  

9 年销售税金及附加（达产） 万元 16000  

10 年净利润（达产） 万元 18000  

11 平均年税后利润率 % 6.0  

12 静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6.8 含建设期 

13 动态投资回收期(税后) 年 7.9 含建设期 

14 内部收益率(全部资金) % 18 所得税后 

 

第二章  项目背景与必要性 

2.1 市场和产品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也不断上升，导

致厨房电器市场增长迅猛。苏泊尔公司 2001 年进入小家电行业，一

开始就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每年平均 30%的增长率，仅三年时

间苏泊尔电器已经跨入了小家电行业知名企业的行列。 

2.2 公司的生产基地 

公司小家电业务现有杭州和东莞两个生产基地，其中东莞基地

年设计产能 3 个亿。杭州基地年设计产能 5 个亿。已经无法满足公

司小家电业务发展与扩大的需求,公司的生产用地感到明显紧张。 

2.3 公司的投资战略 

在 2003 年公司总部就确定了相关多元化的战略，公司可以在以

厨房为核心的业务范围中发挥自身的各项优势，逐步扩大市场的能

力和业务的竞争水平。厨房小家电、厨卫大家电和健康家电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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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5 年发展的主要业务目标。 

2.2 项目进行的必要性 

2.2.1 战略目标的需求。公司 2005 年销售 14.7 亿，净利润 9515

万。自 2001 年以来保持了每年 30%以上的销售增长，苏泊尔的快速

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产能供应大幅提升。 

2.2.2 国内小家电市场近几年的增长都非常惊人，为项目提供了

良好的市场前景。据测算，该项目目标市场容量超过 1000 亿。 

2.2.3 建设大规模的生产基地会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高

产品的竞争力。 

2.2.4 绍兴地理位置优越，可利用周边的厨卫产品配套资源，也

有利于和杭州、东莞基地形成互补。 

 

第三章  市场分析和建设规模 

3.1 厨卫家电市场分析 

3.1.1 市场容量估计 

小家电：小家电是家电市场尚未充分发掘的最后一个宝藏，预

计未来数年国内小家电市场年增长幅度将在 20%到 30%之间，需求

总额将超过 3000 亿元。横向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平均每户拥有小家

电 30－40 件，而在我国每户平均只有几件。随着居民收入及消费水

平不断提高，小家电行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此外，厨房小

家电外贸业务也在快速发展，2005 年出口金额达到 50 亿美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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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增长了 30%。 

    厨卫大家电：在今后的十年里，我国大约将有 33%的住户迁入

新房；在未来 5 年内将有 29%的城市居民家庭准备购买整体厨房，

这就意味着平均每年有 260 万个以上厨房的家电要更新换代。根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对中国厨卫市场调查研究咨询

报告分析，近年来中国厨卫家电的销量每年以 35％的速度上升，在

未来 5 年内，销售额每年可达到近 100 亿元。 

    健康家电：健康家电包括饮水机、净水器、空气清新器、加湿

器等，是近年来才被市场接受的一个家电子类。健康家电发展前景

广阔，原因在于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提升日益看重。仅以饮水机

市场为例，1999 年为 600 万台销量，2000 年达到 1000 万台，2005

年年销量在 2000 万台左右，销售额约为 40 亿元。目前整个健康家

电市场规模约为 100 亿元左右。 

3.1.2 行业竞争状况 

    小家电、厨卫家电和健康家电行业生产厂家较多，竞争较为激

烈，但其中大量都是无品牌、技术含量低、资本实力弱的中小厂商，

真正具备较强竞争力的企业并不多。小家电方面，美的、海尔、格

兰仕、松下、九阳等是主要企业，其中美的以产品线齐全、产量大、

市场份额高而遥遥领先；厨卫大家电方面，主要有三大主流军团--

顺德军团、江浙军团、海外军团，包括华帝、方太、老板、帅康、

西门子、伊莱克斯等知名企业；健康家电方面，安吉尔、美的、司

迈特排名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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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竞争加剧，大品牌厂家正在谋求提高市场壁垒，对市场洗

牌，淘汰和打压小品牌的企业和竞争对手。市场的现阶段的整合方

式将主要会以市场洗牌、技术洗牌、政策洗牌的方式进行。在这三

重市场整合的旋律下，市场将会呈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一

般的市场整合的规律。 

    苏泊尔自2001年进入小家电市场以来成绩斐然，凭借资本优势、

品牌优势、营销网络优势和生产优势，必将成为小家电、厨卫大家

电和健康家电领域的主导品牌。 

3.2 建设规模 

3.2.1 建设内容：建成在 30 亿元左右产能的生产基地。 

年产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厨卫家电 10 亿左右的生产基地。 

年产健康家电 10 亿左右的生产基地。 

年产 300 万套产值 5 亿的电磁炉生产线。 

年产值 5 亿的小家电外贸生产线。  

3.2.2 土地规模 

项目总用地为 450 亩左右：东至汤公路，南至世纪街西至空地北

至民房和沈家山。 

第四章  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供应 

4.1 主要原料：厨卫大家电为板金件；健康家电位橡塑制品；电

磁炉为线路板和磁板，外贸家电位线路板；厨卫家电的原材料采购

来源浙江和周边地区基本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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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辅助材料：通用件的模具主要为外部采购；专门件和一

些零件的模具将由基地设立的五金车间完成。 

4.3 动力供应：加热方式以蒸汽为主。蒸汽来源为袍江当地丰富

的蒸汽资源。 

4.4 线路板供应：瑞德及其他公司可以根据需求扩大供应量。 

4.5 电力供应：电价为 0.932 度/元尖峰；0.316 度/元谷峰 

  电磁炉 外贸小家电厨卫大家电 健康家电 

电力配置（kwh/月） 3.36×105 1.74×105 9.34×105 8.95×105

4.6 水：7500 吨/月。绍兴当地有丰富的水资源可供工业用水，

价格 3.75 元/吨 

第五章  项目工程技术方案 

5.1 工艺路线安排 

5.1.1 五金、表面处理车间 

拉伸——削卷边——清洗——砂光——硬质氧化、喷涂处理——

磨光——压水印 

落料——涂油——拉伸——压型切边——翻边——冲孔——翻

孔 

5.1.2 胶塑车间 

底座：注塑——热缩收——检验 

面板：注塑——热缩收——检验 

中座：注塑——热缩收——检验 

5.1.3 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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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仓库——保温罩装配——面板与灯板装配——装配杠杆

组件——固定面盖、支座——插线——外观与结构检查——固定底座 

5.1.4 检测 

检测线参数设置——接地电阻测试——送锅测试——按键测试

——测试结果 

5.1.5 包装 

擦拭——外观检查——贴铭牌标签与合格证——配件放置——

产品包装——装箱打包——成品检验——入库 

5.2 产品方案  

根据公司业务现状和公司未来发展需求，设定绍兴袍江生产基

地的产品内容和产能设置如下表： 

绍兴基地产品品类和产能产值规划 

建设内容（产能/产值） 第一期 第二期 

电磁炉 150 万台/2.2 亿元 300 万台/5 亿元
小家电 

外贸产品 168 万套/2.8 亿元 300 万套/5 亿元

厨卫家电 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 31 万台/3 亿 105 万台/10 亿元

健康家电 饮水机、净水器、清新器、加湿器 25 万台/1.5 亿元 220 万台/10 亿元

 

5.3 设备配置 

  根据行业生产现状，对基地未来的设备配置设计如下: 

绍兴基地生产设备采购方案 

电磁炉 外贸电器 厨卫产品 健康家电 

生产设备 数量 生产设备 数量 生产设备 数量 生产设备 数量

生产线 25M 16 条 空压机配套 5 立方 2 套 线切割 2 套 线切割 2 套

检测线 25M 8 条 电梯 8 台 火花机 5 台 火花机 4 台

多头炉生产线 4 条 水冷却系统 3 台 车床 4 台 车床 3 台

多头炉检测线 2 条 生产测试仪器 16 套 铣床  铣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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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线 1 条   钻床  钻床  

注塑机 300T-30 台 电力安装建设  磨床 13 台 磨床 15 台

混料机 4 台 污水处理设施  液压机 ２台 注塑机 18 台

碎料机 4 台 饭堂设施  冲床 50 台 液压机 ２台

空调 2P-100 台 实验室设施  机动叉车 2 台 冲床 40 台

悬挂线 100 米-4 条 公司广告牌  激光下料机 1 台 机动叉车 3 台

电脑 
3000 元

-100 台 
消防设施  剪板机 4 台 剪板机 6 台

手叉车 3T-40 部 办公用品设施  折弯机 5 台 折弯机 8 台，

机叉车 3T-2-3 部 一条清洗线  氩弧焊机 4 台 涂装线 2 套

行车 3T-4 部 隧道炉  点焊机 8 台 流水线 13 套

空压机配套 5 立方 2 套 砂光机器  钻床： ８台   

打包机 10 台 抛光机器  打磨抛光机 4 台   

封箱机 10 台   涂装线 1 套   

喷码机 10 台   流水线 3 套 （3 条／套）  

排风机 300 台       

风扇 500 套       

电梯 8 台       

水冷却系统 3 台       

生产测试仪器 16 套       

 

5.4 厂房规划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设定公司四个业务所需要的生产、行

政和辅助设施面积大小如下表： 

厂房面积规划 
 

项目 电磁炉 外贸电器 厨卫家电 健康家电 合计 

厂房面积规划（平方米） 
50119 43692 92073 92073 277958 

办公室面积规划（平方米） 
2570 2276 2305 2305 9457 

辅助设施面积规划(宿舍等)（平方米）
12240 12845 10367 10367 45819 

合计 64929 58813 104746 104746 3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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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6.1  环境保护 

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国家法令、法规为主

导思想，执行建设项目的防冶污染及其它公害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三同时”制度；工艺设计中积极采

用无毒无害、低毒低害的原辅材料，采用节能、低噪声设备，无污

染技术，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减少到最低限度。 

环保处理后的污染物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本次项

目设计，污染物排放按如下标准执行： 

⑴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9878–1996） 一级标准。控制指

标如下： 

    PH=6～9         CODcr＜100mg/L 

    BODs＜20mg/L    SS＜70mg/L 

⑵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12348–90）中的Ⅲ类标准。 

⑶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中的Ⅲ类标准。 

⑷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二级排

放标准。 

本项目属于环境污染很小的机械加工项目，主要污染源为少量

的生产废水、废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 

6.2  劳动安全 

    6.2.1  防火防爆：在总图布置、建筑结构设计和消防水设计等

方面全部满足消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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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防机械伤害：在新建厂房通道设置、地坪铺设、工件堆

放、人流物流等方面全部避免机械伤害。 

    6.3.3 电气安全：本项目按规范进行电气安全设计，其中包括设

备接地、建筑防雷等。 

6.3  职业卫生 

6.4.1 防尘防毒：智能灶厂房在生产中产生有机废气，采用局部

机械通风和全室通风措施将废气排出室外。 

6.4.2 噪声控制：厂房通风用风机、面板加工设备是本项目的主

要噪声源，本设计除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外，在安装设备时采用

减振降噪措施。设备安装采用减振垫，从而达到对噪声的控制。 

6.4.3 防暑降温：生产中产生余热废气，采用局部机械通风措施

将热气排出室外。车间操作岗位附近设岗位风机，以防暑降温。 

6.4.4 辅助卫生用室：新建厂房内设有更衣室、休息室、厕所、

洗手池等辅助卫生设施，以满足工作人员生活需要。 

 

第七章  节能及合理用能 

节能和合理用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方针，本项目贯彻国家院颁

发的《节约能源管理暂行条例》和(JBJ14－86)及(JBJ20－90)节能

技术规定，采取必要的节能措施。 

公司近年来以降低单位产品能耗为目标，加强对重点能耗设备

及用油、电等方面管理工作，在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中运用节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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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新工艺改造原有设备。本项目主要采取节能措施如下： 

7.1 本项目均选用国家推荐的高效、节能、低损耗产品。如采

用数控设备，减少校正工作量，套料落料，提高材料利用率。 

   7.2 各种输送装置提高了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劳动生产效

率，降低能耗。 

7.3 变压器靠近负荷中心，利用低压电容器进行无功功率补偿，

减少线路和系统损耗。 

7.4 厂房照明采用高效节能灯具。 

7.5 加强生产部门节能的科学管理，安装计量装置，实行能耗核

算，提高效益。 

第八章  企业组织和劳动定员 

8.1 企业组织 

绍兴基地组织结构图 

厨卫生产 小家电生产 健康家电生产

仓贮

出厂

厨卫生产部 小家电生产部 健康家电生产部

绍兴基地总经理

 

8.2 劳动定员 

根据行业平均水平和自身劳动人员状况，设定绍兴基地人员人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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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公司劳动定员 

电磁炉 外贸电器 厨卫家电 健康家电 
项

目 部门 人数 部门 
人

数
部门 

人

数
部门 

人

数

总装车间 857 总装车间 329 模具中心 35 模具中心 35
喷涂线 45 冲压 318 冲压车间 85 冲压车间 120
磁板线+
传感器线 

65 注塑车间 130 焊接车间 76 注塑车间 150

注塑车间 94 管理部 16
半成品周转

库 
8 半成品周转库 8 

注塑仓库 5   涂装车间 178 涂装车间 178
    半成品库 9 半成品库 9 
    配件库 16 配件库 16

    包装物料库 4 包装物料库 4 

    装配车间 458 装配车间 385
    成品车间 14 成品车间 14

车

间

人

员 

合计 1066 合计 793 合计 883 合计 919
人事部 42 人事部 47 厂部 5 厂部 5 

采购部 35 采购部 22 人力资源部 10 人力资源部 10

品管部 52 品管部 37 财务部 20 财务部 15
财务部 20 财务部 20 办公室 44 办公室 44
开发部 39 开发部 50 开发部 45 开发部 35

技术部 34 技术部 34 工程技术部 7 工程技术部 27

临时工 34 临时工 24 采购部 15 采购部 16
    品保部 20 品保部 28
    生产部 8 生产部 15

行

政

人

员 

合计 256 合计 234 合计 174 合计 195
合

计 
4520 

 

第九章  项目建设进度 

9.1 建设方案  

9.1.1 一期：土地面积 150 亩，建设时间 2007 年 1 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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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建成年产电磁炉及外贸电器产品 5 亿、厨卫大家电 3 亿和

健康家电产品 1.5 亿，合计年产值达 9.5 亿的生产基地。 

9.1.2 二期：土地面积 300 亩左右。建设时间为 2008 年 1 月——

2009 年 12 月；建成年产厨卫大家电 10 亿、电磁炉 5 亿、外贸电器

产品 5 亿和健康家电产品 10 亿 ，合计年产值达 30 亿的生产基地。 

9.2 项目建设进度 

项目的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启动期、建设期、达产期。 

9.2.1 启动期 

项目启动时间预计在 2006 年 6－12 月间。此期间的工作包括：

申报立项，企业营业执照申请和相关单位审核；环境评估，建设方

案确定，苏泊尔项目组合成立相关论证、招投标工作。 

9.2.2 建设期 

9.2.2.1 第一阶段：建设内容为 150 亩土地的厂房，办公楼、

综合设施的建设，2007 年年底前完成验收工作。 

9.2.2.2 第二阶段：建设内容为 300 亩土地的厂房，办公楼、

综合设施的建设，建设竣工日期为 2009 年 12 月底前。 

9.2.3 达产期 

在项目建设完成后，公司将全面开始生产活动。生产内容涉及：

大家电（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的生产制造；健康家电（饮水

机、加湿器等）的生产制造；小家电（电磁炉、榨汁机等）的生产

制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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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项目建设进度表 

具体的项目建设进度如下表： 

项目建设进度 

建设期间 
启动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时 间 

1-3 4-6 6-9 10-12 1-3 4-6 6-9 10-12 1-3 4-6 6-9 10-12 1-3 4-6 6-9 10-12

启动                 

基地建设一期工程                                 

基地建设二期工程                 

厨卫家电生产                                 

小家电生产                 

健康家电生产                                 

注：2009 年年底前竣工，2010 年开始全面投产。 

第十章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10.1 项目投资规模 

包括土地、厂房、办公楼、装修、生产设备、绿地和其他配套设

施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预计 6.23 亿元左右，基地运营相关的流动资

金投资将在 2.92 亿左右。袍江基地的总投资将在 9.15 亿左右。 

10.2 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容包括实现生产的一切相关的建筑、设备、

设施和综合配套设施。基地预计的建设投资规模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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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合计 

1 建筑费用  9500 11000 5710 26210 

2 设备购置费  10000 12000 6900 28900 

3 安装工程  983 1179 678 2840 

4 土地费用 1350 2700   4050 

5 递延资产（申办费用） 100 100 100  300 

6 合计 1450 22283 23279  62300 

 

10.3 资金筹措来源 

优先以自有资金投入，不足部分申请银行贷款补充。 

 

第十一章  财务评价与经济分析 

11.1 利润测算 

经测算，本项目正常达产后年销售收入约 30 亿元，利润总额为

2.69 亿元，所得税按利润总额的 33%计，正常年应缴纳的所得税金

为 0.89 亿元。税后利润为 1.8 亿元。 

11.2 财务效益测算 

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名          称 单  位 金额 

总投资 万元 90000 

厨卫大家电销售 万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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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炉销售 万元 50000 

小家电外贸 万元 50000 

健康家电 万元 100000 

年销售收入（平均） 亿元 30 亿 

毛利率（平均） % 32.3% 

净利润率（平均） % 6.0% 

静态投资回收期（包含建设期间） 年 6.8 

动态投资回收期（包含建设期间） 年 7.9 

内部收益率（IRR） % 18% 

投资利润率 % 19.7% 

投资利税率 % 29.4% 

NPV（10 年，税后，IC=10%) 万元 ￥32490 

 

11.3 财务评价 

本项目实施后，公司电器业务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多元化发

展战略成功实施，新的利润增长点得以成长，企业效益显著提高。

同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外旺盛的市场需求。 

本项目的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指标较高，投资回收期较短，

财务内部收益率、累计财务净现值等指标表明该项目获利能力较强，

其上述指标不仅大于行业的基准指标，也符合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

展的产业技术要求。因此，从财务角度分析本项目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