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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本中期报告摘要摘自中期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阅读中期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中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

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1.3  所有董事均出席董事会 

1.4  公司中期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5  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显泽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康平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陈康平先生声明：保证中期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002032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投资者关系管理负责人 

姓名 叶继德 廖莉华 叶继德 

联系地址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滨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滨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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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路501号 安路501号 安路501号 

电话 0571－86858778 0571－86858778 0571－86858778 

传真 0571－86858678 0571－86858678 0571－86858678 

电子信箱 yjd@supor.com liaolh@supor.net yjd@supor.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流动资产 1,016,013,804.25 815,255,046.22 24.63% 

流动负债 776,485,824.21 540,165,665.67 43.75% 

总资产 1,605,030,714.96 1,348,188,781.03 19.05%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713,393,796.03 706,051,126.20 1.04% 

每股净资产 4.05 4.01 1.00%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4.04 4.00 1.00%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42,546,669.83 29,495,176.44 44.2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41,340,127.25 29,269,864.56 41.24% 

每股收益 0.24 0.17 41.18% 

每股收益（注）  - - 

净资产收益率 5.96% 4.41% 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916,569.54 -87,964,482.69 25.06% 

注:如果报告期末至报告披露日公司股本已发生变化，按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其他长期资产产生的

损益 

-468,377.68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1,071,400.00 

短期投资损益（除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经

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获得

的短期投资损益外） 

2,057,113.44 

其他非经常性营业外收 -899,8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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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出净额 

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 

(或转回) 
105,757.22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

税减少以“-” 表示） 
-785,382.63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亏

损以“-”表示） 
125,880.10 

合计 1,206,542.58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

售条件股

份 

116,360,000 66.11% 0 0 0 0 0116,360,000 66.11%

1、国家持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2、国有法

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3、其他内

资持股 
116,360,000 66.11% 0 0 0 0 0116,360,000 66.11%

  其中：          

  境内法

人持股 
71,962,475 40.88% 0 0 0 0 0 71,962,475 40.88%

  境内自

然人持股 
44,397,525 25.22% 0 0 0 0 0 44,397,525 25.22%

4、外资持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其中：          

  境外法

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境外自

然人持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二、无限

售条件股

份 

59,660,000 33.89% 0 0 0 0 0 59,660,000 33.89%

1、人民币

普通股 
59,660,000 33.89% 0 0 0 0 0 59,660,000 33.89%

2、境内上 0 0.00% 0 0 0 0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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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外资

股 

3、境外上

市的外资

股 

0 0.00% 0 0 0 0 0 0 0.00%

4、其他 0 0.00% 0 0 0 0 0 0 0.00%

三、股份

总数 
176,020,000100.00% 0 0 0 0 0176,020,000100.00%

3.2  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6,41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40.14% 70,659,355 70,659,355 0 

苏增福 其他 16.97% 29,867,045 29,867,04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

组合 
其他 2.25% 3,957,461 0 0 

苏显泽 其他 1.70% 3,000,195 3,000,195 0 

华夏中小企业板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其他 1.62% 2,834,701 0 0 

黄墩清 其他 1.57% 2,769,130 2,769,130 0 

黄显情 其他 1.33% 2,338,635 2,338,635 0 

廖亮 其他 1.22% 2,140,840 0 0 

曾林福 其他 1.22% 2,140,840 0 0 

苏艳 其他 1.22% 2,140,840 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3,957,461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中小企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基金 
2,834,701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2,134,525 人民币普通股 

景顺中国系列基金 2,044,088 人民币普通股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1,561,500 人民币普通股 

泰和证券投资基金 1,344,12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团险分红 
1,320,508 人民币普通股 

中银国际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67,769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红利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06,903 人民币普通股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1,099,95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苏增福，除其自身持有本公司16.97%的股份外，通

过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20.86%，合计持有本公司37.83%股份，苏增

福与苏显泽是父子关系，与苏艳是父女关系，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曾

林福与黄墩清是岳父与女婿关系。公司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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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说明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无 无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期末持股数 变动原因 

苏增福 董事 70,659,355.00 70,659,355.00 未有变动 

苏显泽 董事长 3,000,195.00 3,000,195.00 未有变动 

黄墩清 董事 2,769,130.00 2,769,130.00 未有变动 

黄显情 董事 2,338,635.00 2,338,635.00 未有变动 

林秉爱 董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王丰禾 董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张东立 独立董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卢建平 独立董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辛金国 独立董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张田福 监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蔡才德 监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颜决明 监事 0.00 0.00 未有变动 

陈康平 财务总监 0.00 0.00 未有变动 

叶继德 董事会秘书 0.00 0.00 未有变动 

§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或分产

品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利润

率（％） 

主营业务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减

（％） 

主营业务利润

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其他金属制品 57,699.20 41,022.07 28.90% 57.64% 60.3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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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日用电子器具

制造业 
33,024.55 23,828.51 27.85% 64.96% 56.22% 4.04% 

橡胶零件制造

业 
4,338.64 3,757.14 13.40% 748.13% 830.09% -7.6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压力锅 14,552.62 9,856.16 32.27% 47.92% 47.33% 0.27% 

炒 14,050.68 8,736.19 37.82% 113.65% 108.57% 1.52% 

电饭煲 11,765.74 8,515.31 27.63% 29.38% 22.82% 3.87% 

电磁炉 16,368.36 12,079.85 26.20% 138.43% 132.78% 1.79%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国内 63,372.56 59.75% 

国外 31,689.83 81.46% 

合计 95,062.39 66.39% 

其中:关联交易 3,750.38 82.27% 

5.3  对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经营业务 

□ 适用 √ 不适用  

5.4  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5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与上年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6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7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5.8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8.1  募集资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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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405.02 
募集资金总额 41,514.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3,132.41 

承诺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原计划投

入总额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累计已投

入金额

实际投资

进度（%）

报告期内

实现的收

益（以利润

总额计算）

项目建成

时间或预

计建成时

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智能整体厨房

系统技术改造

项目 

是 21,173.00 1,183.73 7,852.56 37.09% 851.25

部分建成，

2007年底

全部建成 

是 是 否 

年产450万只

铝制品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否 4,807.00 0.00 4,807.00 100.00% 386.82 2005.1 是 是 否 

武汉基地压力

锅、铝制品及

不粘锅生产线

移地技术改造

项目 

是 6,753.00 0.00 6,753.00 100.00% 2,193.33 2005.5 是 是 否 

国际营销网络 否 2,812.00 747.04 1,517.77 53.97% 0.00 2007 是 是 否 

年产50万口智

能电磁灶技改

项目 

是 4,775.00 474.25 2,202.08 46.12% 0.00 

部分建成，

2007年底

全部建成 

是 是 否 

年产3000吨不

锈钢－铝高档

符合片材技术

改造项目 

否 5,240.00 0.00 0.00 0.00% 0.00 未知 否 否 是 

合计 - 45,560.00 2,405.02 23,132.41 50.77% 3,431.40 - - - - 

分项目说明未

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 

年产3000吨不锈钢－铝高档符合片材技术改造项目： 

因公司考虑到近年来铝、不锈钢等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并且预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保

持在高位水平，这势必会增加公司制造高档片材的生产成本，如果仍按原计划实施项目，将

导致项目投资收益减少，投资风险加大，因此公司经过认真评估拟决定延缓此项目的实施进

度，目前主要做好前期技术应用和市场调研等准备工作。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实现回落，公

司计划将在适当的时间正式投入此项目建设。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同上 

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1．根据2004年10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中《增资

控股子公司武汉苏泊尔压力锅有限公司，用于武汉基地压力锅、铝制品及不粘锅生产线移地

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进行调整，原本由本公司向武汉压力锅增资，由武汉压力锅实施该项

目，调整为由本公司向武汉压力锅增资后，武汉压力锅对其控股子公司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

公司增资，再由武汉苏泊尔炊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炊具）实施该项目。该议案于2004

年11月12日本公司200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 

2．2004年11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中《智能整体

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年产50万口智能电磁灶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方式、地点进行

调整。原由本公司实施的上述两项目调整为由本公司与（香港）禾丰发展有限公司合资设立

的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实施，实施地点由浙江省玉环县调整为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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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公司的滨江基地。本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以注册资本的形式按照项目实施进度分期投入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该议案于2004年12月16日经本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由于杭州市滨江区新增土地受限，抑制了《智能整体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50万口智能电磁灶技改项目》的投资规模，根据本公司2006年3月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拟将《智能整体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年产50万口智能电磁

灶技改项目》两个募集资金项目后续投资的实施方式和地点进行调整，后续投资原本由杭州

家电在杭州市滨江区实施调整为本公司在绍兴袍江开发区重新征地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绍

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实施。该项目已经由200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募集资金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同上 

募集资金项目

先期投入及弥

补情况 

1．_智能整体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根据2004年12月21日杭州家电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决议，公司于2004年归还该项目的代垫款26,043,184.09元；于2005年归还该项目的代垫

款24,207,790.00元。 

2．年产50万口智能电磁灶技术改造项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家电对此项目累计投入

17,278,224.46元，该项目中一条生产线已完工。本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曾使用自有资金

投入该项目12,985,885.00元，于2005年归还该项目的代垫款12,985,885.00元。 

3．武汉苏泊尔用于压力锅、铝制品及不粘锅生产线移地技改项目：2004年、2005年分别弥

补该项目的代垫款48,837,349.78元和630.55万元。 

4．年产450万只铝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2004年、2005年分别弥补该项目的代垫款

28,750,116.00元和590.16万元。 

5．苏泊尔国际营销网络建设：2005年弥补代垫款337.3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1、经公司2004年10月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同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

展情况，批准公司在2005年3月底以前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

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1亿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本公司已于2005年3月30

日归还上述资金； 

2、经公司2005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同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进展情况，批准公司在2005年10月11日以前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募集

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一亿元，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本公司已于2005年10月

10日归还上述资金； 

3、经公司2005年10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同意，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进展情况，批准公司在2006年4月13日以前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募

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一亿元，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 

4、2006年4月5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本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进展情况，批准本公司在2006年10月7日以前分批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不超过1亿元，每笔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6个月。截至2005年12月

31日，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1亿元。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暂不存在此种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项目无关的贷款、用募集资金存单质押取得贷款等

其他情况。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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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投资项目的资金总额 32,701.00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金额 

报告期内

投入金额

累计已投

入金额

实际投资

进度（%）

报告期内

实现的收

益（以利润

总额计算）

项目建成

时间或预

计建成时

间 

是否符

合计划

进度 

是否符

合预计

收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智能厨房

项目 
未变 21,173.00 1,183.73 7,852.56 37.09% 851.25

部分建成，

2007年底

全部建成 

是 是 否 

武汉基地

压力锅、铝

制品及不

粘锅生产

线移地技

术改造项

目 

未变 6,753.00 0.00 6,753.00 100.00% 2,193.33 2005.5 是 是 否 

年产50万

口智能电

磁灶技术

改造项目 

未变 4,775.00 474.25 2,208.08 46.12% 0.00 

部分建成，

2007年底

全部建成 

是 是 否 

合计 - 32,701.00 1,657.9816,813.64 51.42% 3,044.58 - - - - 

分项目说明变更原因及变更程

序 

三个变更的项目都与原投资项目相同、只是改变了实施主体、地点、项目

没有改变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没有发生变化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没有发生变化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5.10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1  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意见”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12  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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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或置入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对方 
被收购或

置入资产 
购买日 交易价格

自购买日起至

报告期末为上

市公司贡献的

净利润 

是否为

关联交

易 

定价原则说明 

所涉及

的资产

产权是

否已全

部过户

所涉及

的债权

债务是

否已全

部转移

苏泊尔集团有

限公司 
玉环土地 2006年3月8日 5,643.22 0.00 是 评估价格 否 是 

苏泊尔集团有

限公司 
玉环土地 2006年3月8日 518.36 0.00 是 评估价格 否 是 

6.1.2  出售或置出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

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

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签署

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

保（是或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0.0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26,300.0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6,521.5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6,521.5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9.1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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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的金额 
0.0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0.0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 0.0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0.00

6.3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6.5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改稿)已经2005年8月1日召开的200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付3.5股，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股份总数为15,470,000股，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日为2005年8月8日，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06 年8 月8 日，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

流通数量为12,833,405股, 由于黄显情、黄墩清曾任公司董事，根据相关规定，该二人自2006年7月15日起

半年内不得出售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所以此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7,725,640股。 

2、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06年3月8日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拟将《智能整体厨房系统技术改造项目》、《年

产50万口智能电磁灶技术改造项目》两个募集资金项目后续投资的实施方式和地点进行调整，后续投资

15,921.63万元原由浙江家电在杭州市滨江区实施调整为公司在绍兴袍江开发区重新征地拟设立子公司浙

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实施。该议案已经200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于2006

年4月20日成立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出资5000万元，占

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3、2006年4月21日，本公司美国客户 GLOBAL HOME PRODUCTS LLC（以下简称GHP公司）向其所在美国州法

院提交了破产申请保护。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为5,752,904.08美元。本公司2006年4

月27日的公告称对该客户应收账款为4,265,089.29美元，该金额为GHP公司来函上所记载的数据，是该客户

账上所载数据，差额1,487,814.79美元主要系在途货物的差异。在途货物中有932,580.66美元系本公司在

GHP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日前20天内发出的货物，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具有优先受偿权。目前，美国法院已将

上述货款从全部债权登记中独立出来，以优先偿还。GHP公司的保险额度为300万美元。截止目前，300万美

元保险赔偿的相关手续尚在办理之中。 

4、2006年7月14日，本公司召开2006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浙江

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苏泊尔期权激励计划》），本公司授

予激励对象600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股票期权拥有在授权日起五年内的可行权日以行权价格和行权条件购

买一股苏泊尔股票的权利。本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本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600 万股苏泊尔股票。

本次授予的期权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为600万股，占本期权激励计划签署时苏泊尔股本总额17602万股的

3.41%。股票期权有效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事宜，

股票期权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将做相应的调整。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确定2006

年7月18日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权日。 

5、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06 年8 月14日通过决议，同意公司与SEB INTERNATIONALE 

S.A.S.、公司控股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及苏增福、苏显泽签署《战略投资框架协议》协议受让公司股

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7,103,307 股、苏增福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466,761 股、苏显泽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750,048 股，合计25,320,116 股。SEB  INTERNATIONALE  S.A.S.在《战略投资框架协

议》中承诺在2010 年8 月8日前不转让或以任何方式出让、出售其本次战略投资所取得的全部股份，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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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承继并履行苏泊尔集团、苏增福、苏显泽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所作出的持股限售承诺。公司董事会同

意向SEB INTERNATIONALE S.A.S.非公开发行40,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增发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加到

216,020,000 股。完成上述战略投资后，SEB  INTERNATIONALE S.A.S.将持有本公司股份65,320,116 股，

占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的30.24％。本次定向增发募集资金约为7.2亿元，主要用绍兴电器生产基地项目、武

汉炊具生产基地二期项目和越南炊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SEB INTERNATIONALE S.A.S.进行上述战略投资将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董事会知悉，SEB INTERNATIONALE S.A.S.将依法履行要约收购义务，向本公司所有股

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部分股份的要约，部分要约收购数量为66,452,084股；如要约全部完成，SEB 

INTERNATIONALE S.A.S.届时将持有本公司股份131,772,200股，占增发后公司总股本的61％，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 

6.6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方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 交易类型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例

沈阳苏泊尔炊具

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 

潜在关联方 销货 3,656.20 3.85% 

6.7  原非流通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特殊承诺 履约情况 承诺履行情况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2005年8月8日起，在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36

个月届满后，12个月内其通

过证券交易所减持苏泊尔股

票的价格不低于13.50元(若

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

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24个

月内其持有苏泊尔股份占苏

泊尔现有总股本的比例不低

于30% 

履约中 严格履约 

苏增福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

2005年8月8日起，在12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36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36

个月届满后，12个月内其通

过证券交易所减持苏泊尔股

票的价格不低于13.50元(若

自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

之日起至出售股份期间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履约中 严格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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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

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 

苏显泽 同上 履约中 严格履约 

注：特殊承诺指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除法定承诺之外的其他承诺。 

6.8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 6 

董事姓名 职务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缺席次数 

是否连续

两次未亲

自出席会

议 

苏显泽 董事长 6 0 0 否 

苏增福 董事 5 1 0 否 

黄墩清 董事 6 0 0 否 

黄显情 董事 6 0 0 否 

林秉爱 董事 6 0 0 否 

王丰禾 董事 6 0 0 否 

张东立 独立董事 5 1 0 否 

卢建平 独立董事 6 0 0 否 

辛金国 独立董事 6 0 0 否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7.2.2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6月                单位：人民币元 

本期 上年同期 
项目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一、主营业务收入 950,623,937.99 455,891,823.25 571,334,000.86 294,523,653.89

  减：主营业务成本 686,077,206.70 345,613,503.39 412,465,271.30 222,163,926.41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942,207.71 607,665.05 1,864,554.05 1,132,122.61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263,604,523.58 109,670,654.81 157,004,175.51 71,227,604.87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262,129.31 471,875.22 8,496,781.77 4,912,142.98

  减：营业费用 134,394,727.46 68,844,126.54 74,104,494.62 51,852,7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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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费用 54,569,158.25 28,443,661.34 38,424,302.53 17,204,150.56

      财务费用 7,785,231.56 6,065,127.16 8,063,724.13 6,094,001.13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68,117,535.62 6,789,614.99 44,908,436.00 988,878.39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806,913.41 40,280,332.73 -1,298,141.42 28,427,972.55

      补贴收入 521,400.00 386,400.00 148,344.33 48,344.33

      营业外收入 108,908.36 33,537.96 21,761.00

  减：营业外支出 1,486,024.96 448,672.20 1,703,815.62 500,748.67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68,068,732.43 47,041,213.48 42,076,584.29 28,964,446.60

  减：所得税 12,342,957.04 2,233,806.08 2,031,250.42 406,759.42

      少数股东损益 13,179,105.56 10,550,157.43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42,546,669.83 44,807,407.40 29,495,176.44 28,557,687.18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171,831,320.43 164,840,330.93 135,914,216.56 135,848,991.79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214,377,990.26 209,647,738.33 165,409,393.00 164,406,678.97

  减：提取法定盈余

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

金 

      提取职工奖励

及福利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

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七、可供投资者分配

的利润 
214,377,990.26 209,647,738.33 165,409,393.00 164,406,678.97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35,204,000.00 35,204,000.00 27,080,000.00 27,080,000.00

      转作资本（或

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八、未分配利润 179,173,990.26 174,443,738.33 138,329,393.00 137,326,678.97

利润表（补充资料） 

  1．出售、处置部门

或被投资单位所得收

益 

  2．自然灾害发生的

损失 

  3．会计政策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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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4．会计估计变更增

加（或减少）利润总

额 

  5．债务重组损失 

  6．其他 

法定代表人：苏显泽   主管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康平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康平 

7.3  报表附注 

7.3.1  如果出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有关内容、原因及影响

数。 

□ 适用 √ 不适用  

7.3.2  如果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原因及影响数。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06年4月20日成立浙江绍兴苏泊尔生活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

出资5000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0%，自其成立起将其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范围。 

 

7.3.3 如果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列示涉及事项的有关附注。 

□ 适用 √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