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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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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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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 不适用
2012.9.3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

2011.12.31

总资产（元）

4,509,680,730.62

4,392,276,283.96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元）

2,894,422,696.84

2,768,635,583.32

4.54%

634,977,200.00

577,252,000.00

10%

4.56

4.8

-5%

股本（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2012 年 7-9 月
营业总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 年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1,756,273,582.14

-4.68%

5,094,265,010.22

-4.26%

113,122,147.59

-6.81%

333,159,566.23

-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706,341,025.14

458.7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股）

--

--

1.11

407.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5.26%

0.53

-5.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5.26%

0.53

-5.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0.76%

11.74%

-2.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0.87%

11.41%

-1.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说明

-616,5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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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3,582,483.7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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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
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58,542.7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176,951.57

所得税影响额

-1,785,061.72

合计

9,345,367.69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07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
份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167,092,493

人民币普通股

167,092,493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74,703,631

人民币普通股

74,703,631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44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41,7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深

6,585,258

人民币普通股

6,585,25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159,793

人民币普通股

5,159,793

SEB INTERNATIONALE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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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3,307,586

人民币普通股

3,307,586

中国建设银行－宝康消费品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222,033

人民币普通股

3,222,033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马稳健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2,684,005

人民币普通股

2,684,005

股东情况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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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长73.17%，主要原因是本期货款回笼较快，且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增加影响所致。
2、 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34.27%，主要原因是本期材料采购款以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增加影响所致。
3、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33.95%，主要原因是本期为促进销售加大了促销力度且适当的放宽了信用额度影响所致。
4、应收利息较期初增长175.49%，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5、 存货较期初下降30.32%，主要原因是年初为春节销售旺季库存备货较多影响所致。
6、 在建工程较期初下降30.16%，主要原因是绍兴苏泊尔厂房宿舍楼完工工程结转固定资产影响所致。
7、 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长53.21%，主要原因是玉环母公司、武汉下属子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导致应付费用、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增长影响所致。
8、 预收账款较期初下降30.82%，主要原因是期末部分经销商预收款减少影响所致。
9、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237.08%，主要原因是期末应交未交的增值税、所得税增加较多影响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长446.14%，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存款增加，应收利息增加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1、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156.63%，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汇兑损益产生的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123%影响
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146.48%，主要原因是本期呆滞产品有所减少，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减少影响
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100%，主要原因是本期无远期结汇及期货投资影响所致。
4、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96.73%，主要原因是本期无远期结汇及期货投资影响所致。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9.60%，主要原因是本期武汉压力锅未收到土地返还款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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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报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458.77%，主要是经营现金流入同比下降幅度小于流出同比下降幅度影响。
经营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17.71%，主要是由于本期材料采购以承兑汇票结算方式增多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现金流出
下降31.18%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3.68%，主要是投资流入量同比下降较多影响所致。投资流入量同比下降
43.62%，主要是由于本期无远期结汇及期货投资引起的投资流入影响所致。
3、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比上年同期下降71.05%，主要是本期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4、本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长76.98%，主要原因如前所述。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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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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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 22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也不由苏泊尔收购该部分股份。同时， 2011 年 10
SEB 国际
日至 2021 年 12 严格履行承诺
告书中所作承诺
自本次协议收购股份取得之日起三年 月 19 日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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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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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所作承诺
SEB 国际在 2006 年 8 月 14 日签署的
《战
2007 年 12 月 25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略投资框架协议》中承诺：自 2007 年 2006 年 08
SEB 国际
日至 2017 年 12 严格履行承诺
承诺
12 月 25 日起 10 年期间内，保留公司现 月 14 日
月 24 日
有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 25%。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 是 □ 否 □ 不适用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
□ 是 □ 否 √ 不适用
关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承诺的解决期限
解决方式
承诺的履行情况

（四）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2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0%

至

10%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42,807.61

至

52,320.42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5,640,160.72
1－9 月宏观经济表现乏力，小家电市场表现疲软，故对公司未来经营带
来更强不确定性，公司预估全年净利润同比波动正负 1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五）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2012 年 07 月 12 日 公司 19 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金证券、华泰柏瑞基金、2012 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
中国人寿及广发基金
行业状况及下半年展望

2012 年 08 月 30 日 公司 19 楼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申银万国及其他投资者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2 年中期业绩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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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是否发行公司债券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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