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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 泊 尔                           公告编号：2012-00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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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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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蔡明泼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Claude LE GAONACH-BRET 

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 董事 因工作原因 Jean-Pierre LAC 

1.3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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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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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2.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继德 董江 

联系地址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江晖路 1772 号苏泊

尔大厦 19 层 

中国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区江晖路 1772 号苏泊

尔大厦 19 层 

电话 0571-86858778 0571-86858778 

传真 0571-86858678 0571-86858678 

电子信箱 yjd@supor.com djiang@supor.com 

§3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3.1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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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营业总收入（元） 7,125,653,010.60 5,622,064,477.69 26.74% 4,115,694,413.05 

营业利润（元） 592,900,065.59 498,049,137.09 19.04% 425,089,269.04 

利润总额（元） 620,142,444.76 523,919,250.62 18.37% 427,259,81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475,640,160.72 403,926,224.08 17.75% 310,416,75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34,987,755.95 379,831,482.98 14.52% 286,071,075.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219,233,865.46 124,250,348.60 76.45% 294,584,239.21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资产总额（元） 4,392,276,283.96 3,930,307,944.01 11.75% 3,265,848,315.87 

负债总额（元） 1,298,016,673.20 1,193,630,709.80 8.75% 878,819,72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元） 
2,768,635,583.32 2,460,371,246.97 12.53% 2,149,616,362.61 

总股本（股） 577,252,000.00 577,252,000.00 0.00% 444,040,000.00 

3.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1 年 201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09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2 0.70 17.14%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2 0.70 17.14% 0.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75 0.66 13.64% 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8% 17.58% 0.80% 15.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1% 16.53% 0.28% 14.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0.38 0.22 72.73% 0.66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09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4.80 4.26 12.68% 4.84 

资产负债率（％） 29.55% 30.37% -0.82% 26.91% 

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1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2010 年金额 2009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8,140.61  -2,282,083.22 -3,351,701.17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4,563,459.36  2,845,819.77 1,167,571.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32,600,272.24  32,470,263.70 9,090,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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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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0.00 133,607.3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0.00  8,001.9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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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91,652.80  2,529,179.86 22,818,800.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53,243.46  -2,807,027.11 -2,249,751.07 

所得税影响额 -9,090,672.86  -7,296,607.13 -2,709,738.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770,922.70  -1,372,806.76 -553,410.44 

合计 40,652,404.77 - 24,094,741.10 24,345,681.05 

§4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4.1 前 10 名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011 年末股东总数  8,647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总数  1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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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境外法人 71.31% 411,665,665 144,313,000 0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76% 67,912,392 0 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 13,306,388 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6% 5,520,122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1% 4,690,721 0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策略优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6% 4,361,105 0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3,903,721 0 0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消费品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4% 3,693,670 0 0 

中国银行－银华优势企业（平

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2% 3,600,089 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投连－个险投连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4% 3,13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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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 INTERNATIONALE S.A.S 267,352,665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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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67,91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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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6,388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 深 
5,520,122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4,69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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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1,10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903,721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3,693,67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银华优势企业（平衡型）证券投资

基金 
3,600,089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

连 
3,132,715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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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 董事会报告 

5.1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 

2011 年，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家电市场、 生产资料价格波动等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公司依然获得了快速的增长。整体

营业收入达到 7,125,653,010.60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74%；营业利润达到 592,900,065.59，同比增长 19.04%；利润总额达

到 620,142,444.76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37%；净利润达到 475,640,160.72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75%。每股收益 0.82 元，

同比增长 17.14%。 

在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公司炊具和电器业务均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炊具业务实现收入 3,200,413,178.39 元人民币，

整体增长 16.82%，电器业务实现收入 3,767,109,823.72 元人民币，整体增长 38.03%。2011 年，公司的内外销收入增长呈现了

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的态势。其中内销整体实现销售收入 4,650,536,612.02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6.78%；外贸实现收入

2,350,649,421.67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7.64%。 

在业务快速增长的同时，2011 年公司持续加大基地的建设力度，下半年武汉二期顺利投产，使得武汉基地成为亚洲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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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二的单体炊具生产基地。武汉二期的落成，也标志着苏泊尔整体产能布局基本完成，也为苏泊尔未来几年的快速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期望 

对于国内市场，苏泊尔将一如既往坚持品质与创新战略，持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推动 SEB 相关产品与技术的本土化，

更好的满足中国消费者对烹饪用具的需求。继续加大品牌建设力度，不断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坚持新品类的拓展，

为未来的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苏泊尔将抓住现阶段三四级市场消费需求爆发的有利机遇，不断地加快三四级市场的网点开拓，提升三四级市场的覆盖

率和覆盖密度。同时大力提升苏泊尔品牌产品在三四级市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提升产品的性价比，不断的扩大苏泊尔品牌

的消费群体。 

在出口业务上，苏泊尔将继续加快推动 SEB 电器产品订单的转移，加快推动 SEB 在小家电品类上相关的研发与技术的转

移。在快速提升小家电出口规模的同时，全面提升苏泊尔小家电制造的竞争力。 

2012 年，面对宏观经济诸多的不确定因素，苏泊尔将继续坚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均衡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与 SEB 的融

合，充分借鉴 SEB 的先进工艺技术与管理理念，不断提升内部运营效率，更好的应对市场竞争。 

5.2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炊具 320,041.32 226,438.70 29.25% 16.82% 17.85% -0.62% 

电器 376,710.98 275,575.57 26.85% 38.03% 39.46% -0.75% 

橡塑 3,366.30 2,900.88 13.83% -17.91% -15.56% -2.41% 

小计 700,118.60 504,915.15 27.88% 27.07% 28.42% -0.76%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电锅类 184,450.33 132,675.39 28.07% 35.30% 37.00% -0.89% 

套装锅 82,250.05 66,288.74 19.41% 20.58% 24.98% -2.84% 

料理电器 70,153.14 51,849.24 26.09% 32.13% 34.87% -1.50% 

5.3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财务报告 

6.1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2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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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本公司出资设立奥梅尼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108000067990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均由本公司出资，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本公司出资设立上海销售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3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310104000485457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均由本公司出资，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6.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5 对 2012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苏显泽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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