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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 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波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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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注] 3,581,192,389.40 5,473,577,143.92 -3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697,847.90 514,945,858.67 -4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3,127,328.99 498,562,959.33 -41.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090,780.09 -118,659,387.09 186.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5 0.629 -4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4 0.627 -4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8.35% -3.9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740,867,790.66 11,847,953,986.45 -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915,056,344.66 6,836,417,032.56 1.15% 

注：本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除了受疫情影响外，还受到执行新收入准则下销售抵减的影响。2017 年 7 月 5 日，财

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新收入准则。根据新准则及相关衔接规定，本集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将符合销售抵减性质

的应付客户费用抵减了“本报告期”的营业收入，而 “上年同期”则是原准则下的营业收入，故两期营业收入存在口径差

异。如果将“本报告期”的营业收入按“上年同期”的口径进行重算，则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3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7,358.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967,245.7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4,187,9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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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1,597.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95,800.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22  

合计 13,570,518.9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0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境外法人 81.19% 666,681,904 206,367,5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54% 53,714,115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3% 11,709,923 0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66% 5,424,74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5,243,454 0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63% 5,161,00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0% 4,919,542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3% 4,423,640 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 组

合 
其他 0.38% 3,159,978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0.29% 2,40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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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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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

类 
数量 

SEB INTERNATIONALE S.A.S 460,314,314 
人民币

普通股 
460,314,31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3,714,115 
人民币

普通股 
53,714,11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709,923 
人民币

普通股 
11,709,923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5,424,740 
人民币

普通股 
5,424,7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43,454 

人民币

普通股 
5,243,454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5,161,009 
人民币

普通股 
5,161,00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919,542 

人民币

普通股 
4,919,54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23,640 
人民币

普通股 
4,423,64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 组合 3,159,978 
人民币

普通股 
3,159,97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2,400,065 
人民币

普通股 
2,400,0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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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下降35.29%，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末职工薪酬所致。 

2、应交税费较期初下降53.15%，主要系报告期受疫情影响，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均下降，导致期末应交所得税下降所致。 

3、预收账款较期初下降100.00%，合同负债较期初增长100.00%，主要系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原计入“预收款项”的预

收货款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列报所致。 

4、库存股较期初增长5,389.01%，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所致。 

5、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长343.25%，主要系子公司苏泊尔热水器公司收到其少数股东的注资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4.57%，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44.27%，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所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55.76%，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促销活动无法如期执行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60.90%，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55.00%，主要系本期公司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307.64%，主要系同期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交割产生的收益从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结

转至投资收益，而本期浮动理财收益理财产品到期交割产生的收益则计入本项目，以上共同所致。 

7、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2,613.13%，主要系本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本营业收入及期末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上升705.36%，主要系本期捐赠防疫后勤保障物资等支出增加所致。 

9、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58.44%，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减少以及下属子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下降共同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86.88%，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中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30.93%，主要系本期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中投资于理财产品的现金支

出增加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系子公司苏泊尔热水器公司收到其少数股东的注资款

所致。 

4、本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17.23%，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次新冠疫情对公司第一季度销售和利润产生了短暂而显著的影响。纵观国内及全球各行各业，苏泊尔所在的厨房炊具

及小家电行业属于受冲击较小的行业，随着公司各基地的复工复产，目前产能已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本次新冠疫情对公司的后续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全球疫情防控的进展情况、持续时间以及各地防控政策的实施情况。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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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同时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的财务状况，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回购

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施股权激励。公司将采用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

份的最高价不超过75.48元/股（经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后已调整至75.2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4,105,600股（含）

且不超过8,211,199股（含）。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3,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3%，最高成交价为

71.90元/股，最低成交价位62.8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3,461.3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股份回购事项已经2019年9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9月25日披露《关于回购部分

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可参见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58）、《关于调整社会公众股

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2019-070、

2019-074、2020-001、2020-005、2020-008及2020-009）及《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3）。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71,000 166,000 0 

合计 171,000 166,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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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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