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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 泊 尔                           公告编号：2011-020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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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苏显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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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3,976,714,554.76 3,930,307,944.01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595,558,337.71 2,460,371,246.97 5.49% 

股本（股） 577,252,000.00 577,252,000.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4.496 4.262 5.49%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元） 1,916,611,704.77 1,409,824,143.34 3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942,031.22 105,826,666.25 3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229,360.86 -43,256,404.71 271.6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3 -0.07 285.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3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18 3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1% 4.81% 0.8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7% 4.98% 0.5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36,954.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41,5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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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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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788,6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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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0,958.43  

所得税影响额 -811,132.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5,254.13  

合计 949,815.17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1,59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SEB INTERNATIONALE S.A.S 151,902,265 人民币普通股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138,137,745 人民币普通股 

苏增福 45,225,047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999,637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银行－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5,752,745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4,684,15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61,165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鹏华中国 50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802,92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689,276 人民币普通股 

§3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交易性金融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 34.67%，系期末铝锭期货投资有所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较上年末增长 44.44%，系本期子公司生产基地基建工程预付款增长所致。 

3、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末增长 51.18%，系应付未付费用及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较年初有所增长所致。 

4、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增长 472.28%，系本期末所得税应交未交增长所致。 

5、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末增长 145.34%，系本期末应付未付的市场销售费用增长所致。 

6、外币报表折算差额下降 42.18%，系美元越南盾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35.95%，系本期内外销市场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长 36.72%，系本期销售增长成本相应增长所致。 

3、营业税金及附加增长 301.66%，主要系销售增长及从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对外资企业开征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税费，综合

影响所致。 

4、销售费用较去年增加 34.04%，系本期销售增长，与之相应的广告费及产品运费等均有所增长所致。 

5、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长 15.46 倍，系汇率波动损失增长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增长 59.36%，系本期呆滞产品较上年有所增加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 95.72%，系期货投资浮动损益较上年有所减少所致。 

8、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74.33%，系本期处置的期货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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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338.39%，系本期收到的补贴收入增长引起。 

10、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长 34.66%，主要系随着收入增加，相应的水利建设基金增加。 

现金流报表项目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增长 271.60%，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增长及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下降综合影响；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下降，主要原因是本期采用更多的

承兑票据与供应商结算，现金结算比例较上年有所下降影响；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 60.57%，系本期销售增长

及年初备货充足，本期采购下降，可抵进项额减少综合影响。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84.96%，主要原因系期货投资收回的现金较上年有减少，使得投资活

动现金流入较上年下降 93.06%影响。 

3、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比上年同期下降 763.60%，系本期人民币对美元欧元等汇率波动所致。 

 

3.2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2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3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2.4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SEB 国际 

SEB 国际在 2006 年 8 月 14 日签署

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中作出如

下承诺：  

    1、协议转让承诺：在 2010 年 8

月 8 日之前，承诺不转让或以任何

其他出让、出售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且同意承继苏泊尔集团、苏增福及

苏显泽在 2005 年 8 月 8 日股权分置

改革中对其他公司流通股东作出的

股改承诺。 

严格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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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苏泊尔集团股改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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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苏增福及苏显泽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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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定向增发承诺：SEB 国际系

非公开发行的唯一发行对象，在完

成本次战略投资后可能会成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承诺自定向发行结束

之日起，自 2007 年 9 月 4 日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认购的任何

股份。 

    3、要约收购承诺：根据《外国

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

法》之规定及 SEB 国际之承诺，自

2007 年 12 月 25 日之日起三年内将

持续持有要约收购所获得的苏泊尔

股份。 

SEB 国际进一步承诺，自 2007 年 12

月 25 日起 10 年期间内，进一步保

留公司现有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

25%。 

 

3.4 对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1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2011年1-6月净利润同比变动

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

为： 
0.00% ～～ 30.00% 

2010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9,228,216.4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增长较快，规模效应在公司经营业绩中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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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3.5.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苏显泽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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