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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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元）

4,349,300,519.34

4,392,276,283.96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2,895,968,075.43

2,768,635,583.32

4.60%

577,252,000.00

577,252,000.00

0.00%

5.017

4.796

4.61%

总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本报告期
营业总收入（元）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1,921,580,092.78

1,916,611,704.77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766,466.02

141,942,031.22

-9.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266,458.12

74,229,360.86

39.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18

0.13

3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5

-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5

-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5.61%

-1.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4.55%

5.57%

-1.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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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所得税影响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783,541.87
2,012,658.00
-1,436,779.82
-63,77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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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83,921.75
合计

-187,51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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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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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52,665

人民币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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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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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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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银华优势企业（平衡型）证券投资基金

4,000,05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405,022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连－个险投连

3,290,51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3,272,163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006,896

人民币普通股

SEB INTERNATIONALE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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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帐款较上年期末增长 72.18%，主要系期末铝锭、PP 料等大宗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2、应收利息较上年期末下降 34.71%，主要系期末未结息银行存款余额减少所致。
3、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期末增长 58.69%，主要系玉环、武汉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导致应付费用及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
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长所致。
4、预收账款较上年期末下降 46.17%，主要系期末部分经销商预收款减少所致。
5、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增长 279.77%，主要系武汉、玉环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及期末材料采购进项税减少，应交增值税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117.14%，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损失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100%，主要系本期无远期结汇、期货投资所致。
3、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 100%，主要系本期无远期结汇、期货投资所致。
4、所得税较去年同期增长 31.73%，主要系本期玉环、武汉炊具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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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长 39.12%，主要系本期承兑票据支付方式增多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比率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多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31.37%，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投入大
幅减少导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下降较多所致。
3、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增长 96.92%，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对美元等汇率波动较去年同期较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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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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承诺人
不适用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SEB 国际
告书中所作承诺

SEB 国际在 2011 年 10 月 19 日签署的《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对于
通过此次协议转让所取得的苏泊尔股份自取得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苏泊尔收购该部分股份。同时，自本次协
严格履行承诺
议收购股份取得之日起三年内，收购人承诺不做出任何可能导致苏泊
尔退市或致使苏泊尔丧失上市资格的决定或行为，并在十年内至少保
留苏泊尔现有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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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承诺：
自 2007 年 12 月 25 日起 10 年期间内，保留公司现有或任何未来总股 严格履行承诺
本的 25%。

3.4 对 2012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30%
绩
2012 年 1-6 月净利润同比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
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幅度为：

-5.00%

～～

2011 年 1-6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国内外宏观经济不景气，行业整体出现下滑，导致公司业绩受到影响。

10.00%
231,163,9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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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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2012 年 03 月 30 日 公司会议室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电话沟通

机构

中信证券及其他投资者

2011 年年度业绩说明

3.6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6.1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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