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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9-048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 6 月末公司总股本 821,243,960 股扣除已完成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 124,050 股后 821,119,9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继德 方琳 

办公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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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信箱 yjd@supor.com flin@supor.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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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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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35,583,688.78 8,849,159,546.48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8,143,797.93 739,416,193.05 1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16,709,472.11 707,473,969.23 1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85,820.47 393,330,792.12 -10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25 0.904 13.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21 0.900 1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2% 13.21%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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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6,145,805.95 10,633,161,177.21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41,752,510.71 5,907,337,461.81 0.5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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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8% 666,681,904 206,367,59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3% 42,97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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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9,800,019 0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80% 6,539,483 0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3% 6,00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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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 5,5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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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4,423,64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4,409,898 0   

UBS AG 境外法人 0.25% 2,045,63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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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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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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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介绍 

2019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中美贸易战更是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得益于国内消费

升级和海外SEB订单的持续转移，公司内销和出口业务均实现稳步增长。 

在内销业务上，苏泊尔始终坚持创新战略和精品战略，在小家电品类中推出的本釜系列IH电饭煲、全速静音破壁机等

新品，推动小家电主要品类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根据第三方市场调研公司中怡康的数据显示，上半年苏泊尔在电饭煲、电

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豆浆机、搅拌机、榨汁机、煎烤机、电炖锅等9大主要品类合计的线下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5个百

分点，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在炊具品类中苏泊尔推出火红点钛金刚无油烟炒锅、迷色系列锅具、Kids系列、Young2系列

和Sports系列BB杯、集茶耐热玻璃杯等新品受到市场欢迎，推动销售持续增长。根据第三方市场调研公司GFK的数据显示，

上半年苏泊尔在炒锅、压力锅、煎锅、汤锅、蒸锅、陶瓷煲等6大主要品类在线下30个重点城市的市场份额同比提升2.1个百

分点，保持绝对的领先地位。 

在渠道建设上，苏泊尔精耕三四级市场，继续提升三四级市场网点覆盖率和覆盖密度，不断完善三四级市场的服务体系。

顺应电商发展，持续提升电商专业化运营，保持在电商渠道的快速增长。根据第三方奥维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苏泊尔小

家电9大主要品类在电商平台的市场占有率同比提升1.1个百分比，增速继续领跑行业。 

在出口业务上，虽然面临国际市场的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得益于SEB业务订单的持续快速转移，今年上半年整体出口业

务保持较好的增长。 

在内部运营上，苏泊尔进一步开展成本优化和精益节约项目，持续提升基地内部运营效率，加强研发基础管理，推进工

业体系的市场快速反应能力，持续提升成本竞争力。 

（二）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35,583,688.78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15%。实现利润总额1,096,889,363.69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6.58%。每股收益1.025元，同比上升13.38%。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791,428,142.1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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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107,689.05元，增幅11.15%，主要受益于公司内外销营业收入及市场占有率较去年均有一定的增长。公司主营业务成本

6,771,147,530.53元，较上年同期上升703,757,642.38元，增幅11.60%。主营业务毛利率30.85%，较上年同期下降0.28%。其中，

炊具主营业务实现收入3,070,138,568.40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50%；电器主营业务实现收入6,713,921,060.72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12.45%。内销主营业务实现收入7,607,671,067.86元，同比增长11.24%；外贸主营业务实现收入2,183,757,074.32元，同

比增长10.83%。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835,583,688.78 8,849,159,546.48 11.15%  

营业成本 6,808,551,388.82 6,101,493,569.31 11.59%  

销售费用 1,556,184,855.80 1,450,751,427.18 7.27%  

管理费用 163,412,805.46 166,951,083.71 -2.12%  

财务费用 -39,190,051.18 -4,131,924.83 -848.47% 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60,036,528.88 202,066,354.35 28.69%  

研发投入 182,983,476.01 166,345,082.14 1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85,820.47 393,330,792.12 -1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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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0,972,263.84 -88,174,964.78 1,9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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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826,492.50 -590,988,931.20 -41.94% 主要系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67,367,153.20 -283,611,809.64 370.57%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所致。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9,835,583,688.78 100% 8,849,159,546.48 100% 11.15% 

分行业 

炊具 3,070,138,568.40 31.21% 2,829,595,500.17 31.98% 8.50% 

电器 6,713,921,060.72 68.26% 5,970,595,444.03 67.47% 12.45% 

橡塑 7,368,513.06 0.07% 9,129,508.93 0.10% -19.29% 

其他 44,155,546.60 0.45% 39,839,093.35 0.45% 10.83% 

分产品 

电锅类 2,446,753,537.07 24.88% 2,500,147,520.33 28.25% -2.14% 

其他 7,388,830,151.71 75.12% 6,349,012,026.15 71.75% 16.38% 

分地区 

内销 7,651,826,614.46 77.80% 6,878,799,620.25 77.73% 11.24% 

外销 2,183,757,074.32 22.20% 1,970,359,926.23 22.27% 10.83%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卓越的产品创新能力 

苏泊尔长期以来专注于炊具及厨房小家电领域的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科学的

研究，通过系统化的产品创新体系，源源不断地向市场提供创新产品。 

继1994年苏泊尔推出了国内第一口安全压力锅后，公司相继在2005年推出首款陶晶内胆电饭煲，2007年首创无涂层不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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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技术，2009年成功引进SEB火红点专利技术，2011年推出国内首台IH电饭煲，2013年首创球釜内胆，2015年推出行业首

款蒸汽球釜IH电饭煲，2018年再一次革新饭煲内胆技术推出本釜电饭煲，持续引领行业发展。此外，苏泊尔的巧易旋压力

快锅、陶瓷煲等创新差异化产品也深受消费者欢迎。 

根据2019年上半年GFK监测的中国30个重点城市市场数据显示，苏泊尔炊具业务市场份额稳居市场第一；根据2019年上

半年中怡康监测的中国线下小家电市场数据显示，苏泊尔小家电业务9大品类合计市场份额居市场第二。 

2、稳定的经销商网络 

苏泊尔拥有稳定的经销商团队，长期以来苏泊尔与经销商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相对较高的网点覆盖率和覆盖密

度确保了苏泊尔产品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消费者手中。 

3、强大的炊具与小家电研发制造能力 

苏泊尔目前拥有五大研发制造基地，分布在玉环、武汉、杭州、绍兴及越南。其中，武汉基地与绍兴基地的年生产规模

位居行业前列。强大的基地研发制造能力和优质的研发团队强有力地保证了苏泊尔的产品品质和创新能力。 

4、与SEB的整合协同效应 

    苏泊尔与法国SEB集团的战略合作开始于2006年，SEB集团拥有超过160多年历史，炊具和小家电品类市场份额全球领先。

苏泊尔与SEB的强强联合，不仅能为苏泊尔每年带来稳定的出口订单，帮助苏泊尔大幅提升整体规模与制造能力；同时双方

在生产、研发、品质控制、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深入合作，也必将进一步提升苏泊尔的核心竞争力。 

5、厨房领域多品牌、多品类的专业优势 

公司除了SUPOR品牌外，还引入了SEB集团旗下LAGOSTINA、KRUPS、WMF等高端品牌，从而完成了在厨房领域对

中高端品牌的全覆盖。现在公司在明火炊具和厨房小家电业务上均位居全国前列，同时积极开拓厨卫电器、厨房用具等新品

类，苏泊尔在厨房领域多品牌、多品类的布局已形成了其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独特的竞争优势。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对

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按如下规定编制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本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比较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由于上述要求，

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集团合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

无影响。  

相关财务报表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428,799,092.20  429,788,206.56  

应收票据  701,179,379.24  16,714,350.98 

应收账款  1,727,619,712.96  413,073,855.58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53,812,235.17  208,479,126.48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953,812,235.17  208,479,1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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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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