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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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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公司制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网www.cninfo.com.cn。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没有董事对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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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5  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显泽先生、财务总监陈康平先生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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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路501号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滨
安路501号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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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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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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737,955.25 878,343,459.58 4.83 
流动负债 644,904,212.29 561,705,026.66 14.81 
总资产 1,416,865,005.35 1,358,677,985.85 4.28 

股东权益（不含少数
股东权益） 

669,319,049.99 666,882,154.29 0.37 

每股净资产 3.80 4.93 -22.92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产 3.80 4.92 -22.76 

 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净利润 29,495,176.44 23,040,926.14 28.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29,269,864.56 18,498,584.53 58.23 

每股收益 0.17 0.23 -26.09 
净资产收益率 4.41% 9.96% -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964,482.69 1,693,313.56 -5,2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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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545.63

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148,344.33
贴息收入 1,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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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060.00

处理流动资产产生的损
益 

-76,640.66

其他非经常性营业外收
入、支出净额 

-44,951.68

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 
(或转回) 

112,000.00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所得 349,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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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减少以“-” 表示）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数（亏
损以“-”表示） 

-383,036.31

合计 225,3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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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积金转股 小计  

一、未上市
流通股份 

    

1、发起人股
份 

101,400,000 30,420,000 30,420,000 131,820,000

其中：                          
国家持有股
份 

0 0

  境内法人
持有股份 

62,715,900 18,814,770 18,814,770 81,530,670

  境外法人
持有股份 

0 0

  其他 38,684,100 11,605,230 11,605,230 50,289,330
2、募集法人
股份 

0 0

3、内部职工
股 

0 0

4、优先股或
其他 

0 0

未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101,400,000 30,420,000 30,420,000 131,820,000

二、已上市
流通股份 

    

1、人民币普
通股 

34,000,000 10,200,000 10,200,000 44,200,000

2、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0 0

3、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0 0

4、其他 0 0
已上市流通
股份合计 

34,000,000 10,200,000 10,200,000 44,200,000

三、股份总 135,400,000 40,620,000 40,620,000 176,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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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基金配售股份、柜台交易公司内部职工股份、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一般法人配售股份，应分别披露其
股份数额。 

□ 适用 √ 不适用  

3.2  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5,9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报告期内增减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股份类别（已流
通或未流通）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股东性质（国
有股东或外资
股东） 

苏泊尔集团有限
公司 

18,474,066.00 80,054,286.00 45.48% 未流通 0.00 其他 

苏增福 7,808,814.00 33,838,194.00 19.22% 未流通 0.00 其他 
国联安德盛小盘
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 

1,699,054.00 3,708,038.00 2.11% 已流通 0.00 其他 

苏显泽 781,794.00 3,387,774.00 1.92% 未流通 0.00 其他 
黄墩清 723,996.00 3,137,316.00 1.78% 未流通 0.00 其他 
银河银泰理财分
红证券投资基金 

2,715,660.00 2,715,660.00 1.54% 已流通 0.00 其他 

黄显情 611,442.00 2,649,582.00 1.51% 未流通 0.00 其他 
曾林福 559,728.00 2,425,488.00 1.38% 未流通 0.00 其他 
廖亮 559,728.00 2,425,488.00 1.38% 未流通 0.00 其他 
苏艳 559,728.00 2,425,488.00 1.38% 未流通 0.00 其他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A、B、H股或其它）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3,708,038.00 A股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2,715,660.00 A股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2,177,942.00 A股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2,094,443.00 A股 
安顺证券投资基金 2,080,000.00 A股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1,462,323.00 A股 
安瑞证券投资基金 1,257,113.00 A股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51,924.00 A股 
祝志荷 357,227.00 A股 
天元证券投资基金 294,090.00 A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的说明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苏增福，除其自身持有本公司19.22%的股份外，通
过苏泊尔集团公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25.52%，合计持有本公司42.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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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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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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9,380.00 33,838,194.00公积金转赠股本 
苏显泽 董事长 2,605,980.00 3,387,774.00公积金转赠股本 
黄墩清 董事 2,413,320.00 3,137,316.00公积金转赠股本 
黄显情 董事 2,038,140.00 2,649,582.00公积金转赠股本 
曾林福(已辞职) 董事 1,865,760.00 2,425,488.00公积金转赠股本 
廖  亮(已辞职) 监事 1,865,760.00 2,425,488.00公积金转赠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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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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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其他金属制品
业 

36,602.34 25,589.77 30.09% 16.72% 18.06% -0.79 

日用电子器具
制造业 

20,019.50 15,252.80 23.81% 91.33% 93.67% -0.92 

塑料零件制造
业 

511.55 403.96 21.03% 68.47% 68.10% 0.17 

其中：关联交
易 

2,057.56 1,428.84 30.56% 157.36% 169.47% -3.12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压力锅 9,838.39 6,690.00 32.00% 1.65% 4.57% -1.90 
电饭煲 9,093.69 6,933.38 23.76% 32.72% 46.58% -7.21 
电磁炉 6,865.02 5,189.30 24.41% 83.67% 88.51% -1.94 
铝制品及不粘
类 

5,642.82 3,952.48 29.96% 0.91% 3.02% -1.43 

其中：关联交 2,057.56 1,428.84 30.56% 157.36% 169.47%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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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关联交易的定

价原则 
公司和各关联企业发生的业务往来全部采用市场定价原则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73.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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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9.90 30.50% 
国外 17,463.50 48.90% 
合计 57,133.40 35.63% 
其中:关联交易 2,057.56 15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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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219.60 
募集资金总额 41,514.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1,100.94 

承诺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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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建成
时间或预

是否符
合计划

是否符
合预计

项目可
行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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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益（以利润
总额计算）

计建成时
间 

进度 收益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智能整体厨房
系统技术改造 

是 21,173.00 843.58 8,223.00 38.84% 452.00 2006年是 是 否 

增资武汉公司 是 6,753.00 468.50 6,753.00 100.00% 0.002005年7月是 是 否 
450只铝制品
炊具技改项目 

否 4,807.00 272.58 3,737.75 77.76% 332.002005年3月是 是 否 

国际营销网络
建设 

否 2,812.00 246.46 583.82 20.76% 0.00 2006年是 是 否 

年产50万口智
能电磁灶技术
改造 

是 4,775.00 388.48 1,803.37 37.77% 0.00 2006年是 是 否 

3000吨 否 5,240.00 0.00 0.00 0.00% 0.00 未知否 否 否 
合计 - 45,560.00 2,219.6021,100.94 46.31% 784.00 - - - - 

分项目说明未
达到计划进度
和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 

公司第二届董事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年产3000吨不锈钢－铝高档复合片材技术改
造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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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没有项目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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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年产450万口铝制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用募集资金弥补代垫款590.16万元; 
2._苏泊尔国际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用募集资金弥补代垫款337.36万元; 
3._杭州家电公司两个项目                 用募集资金弥补代垫款3636.37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2005年3月30日归还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亿元，2005年4月15日经本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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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5.8.2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5.9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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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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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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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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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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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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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2005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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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0.00
报告期末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10,80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10,80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6.14%

公司违规担保情况 
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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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担保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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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上市近一年来,公司非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不但指定专人负责投资者的来电、来访，及时更新
公司网站、互动平台信息，而且还主动举办和参加各类业绩说明会和推介会,邀请各类投资机构到公司实地
调研,力求最大限度地保证投资者全面、深入、及时了解公司运营状况,截止2005年7月15日,公司机构和基
金持股数量占公司流通股数量近50%. 
（2）2005年4月26日，公司通过现场和远程网络方式举办了2场2004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公司管理层和保荐
人、独立董事就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提出的关于公司经营管理、募集资金使用、人力资源、产品研发、
股利分配等问题作出了详尽的解答，互动交流气氛非常热烈，此次活动收效良好，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沟
通与了解，进一步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良好关系,会后公司还邀请多家参会的投资机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到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截止2005年7月15日,除原先已持有公司股票的机构大量增持公司股票外,包括银河银泰
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兴和证券投资基金、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兴华证券投资基金、兴科证券投资
基金、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兴业证券投资基金等多家基金都成为公司的新进股东. 
(3) 2005年6月16日,公司应邀参加瑞银证券在绍兴举办的QFII国内A股投资推介会,公司是应邀参加此次会
议的唯一中小板上市公司,推介会气氛非常融洽,互动交流气氛非常热烈,参会的多家外国投资机构在听完
公司董秘叶继德先生所做的大会推介后都对公司产生极大的投资兴趣,并于近期纷纷到公司进行实地调研,
截止2005年7月15日,包括渣打银行－ING BANK N.V, 汇丰－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香港上海汇丰
银行有限公司和LEHMAN BROTHERS INTERNATIONAL (EUROPE)四家机构大量增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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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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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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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付对价比例及数量 
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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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苏泊尔第一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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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后的两个月内，若苏泊尔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低于每股人民币
5.90元(若此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处理)，则苏泊尔集
团将在二级市场上以不高于5.90元的价格增持苏泊尔股票，直至买足600 万股或苏泊尔的股票价格高于
5.90元；在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苏泊尔集团将不出售增持的股份并将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苏泊尔集团同时承诺，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期间，若苏泊尔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发生被质押、冻结等情形
而无法向流通股支付对价股份的情况，苏泊尔集团将代其支付因质押、冻结而无法支付给流通股的对价股
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增福和公司股东、董事长苏显泽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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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泊尔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转让。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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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增福 董事 6 0 0 否 
苏显泽 董事长 6 0 0 否 
黄墩清 董事 6 0 0 否 
黄显情 董事 5 1 0 否 
林秉爱 董事 6 0 0 否 

曾林福(已辞职) 董事 3 0 0 否 
王丰禾(新选举) 董事 3 0 0 否 

张东立 独立董事 6 0 0 否 
辛金国 独立董事 6 0 0 否 
卢建平 独立董事 5 1 0 否 

§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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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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境内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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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334,000.86 294,523,653.89 421,255,138.50 259,607,332.56
  减：主营业务成本 412,465,271.30 222,163,926.41 297,904,515.08 198,217,097.58
      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 

1,864,554.05 1,132,122.61 1,053,578.31 130,005.13

二、主营业务利润（亏
损以“-”号填列） 

157,004,175.51 71,227,604.87 122,297,045.11 61,260,229.85

  加：其他业务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8,496,781.77 4,912,142.98 590,381.82 310,462.61

  减：营业费用 74,104,494.62 51,852,717.77 61,473,698.69 39,561,660.97
      管理费用 38,424,302.53 17,204,150.56 25,949,718.64 14,408,036.85
      财务费用 8,063,724.13 6,094,001.13 6,419,438.90 4,934,089.18
三、营业利润（亏损
以“-”号填列） 

44,908,436.00 988,878.39 29,044,570.70 2,666,905.46

  加：投资收益（亏
损以“-”号填列） 

-1,298,141.42 28,427,972.55 4,855,118.58 19,656,687.59

      补贴收入 148,344.33 48,344.33 672,902.92 672,902.92
      营业外收入 21,761.00 36,247.28 4,162.00
  减：营业外支出 1,703,815.62 500,748.67 438,070.95 290,329.39
四、利润总额（亏损
以“-”号填列） 

42,076,584.29 28,964,446.60 34,170,768.53 22,710,328.58

  减：所得税 2,031,250.42 406,759.42 7,838,463.30 4,594,715.15
      少数股东损益 10,550,157.43 3,291,379.09
  加：未确认的投资
损失本期发生额 
五、净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9,495,176.44 28,557,687.18 23,040,926.14 18,115,613.43

  加：年初未分配利
润 

135,914,216.56 135,848,991.79 82,336,547.47 81,612,475.83

      其他转入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165,409,393.00 164,406,678.97 105,377,473.61 99,728,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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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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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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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409,393.00 164,406,678.97 105,377,473.61 99,728,089.26

  减：应付优先股股
利 
      提取任意盈余
公积 
      应付普通股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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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29,393.00 137,326,678.97 105,377,473.61 99,728,0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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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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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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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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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