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2860     股票简称：星帅尔   公告编号：2017-006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自查情况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醒：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860，证券简称：星帅尔）

自 201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一、关于公司股票复牌情况的说明 

因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

券代码 002860，证券简称：星帅尔）自 2017 年 4 月 12 日上市以来，

股价连续上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发生

3 次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017 年 4 月 13 日、 2017 年 

4 月 14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

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2）； 2017 年 4 月 17 日、 2017 年 4 月 18 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3）；2017 年 4

月 19 日、2017 年 4 月 20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 20%（公司已于 2017 年 4 月 21 日发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暨股票停牌核查公告，公告编号 2017-004）。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并充分向市场揭示风险，公司决定就前述

事项进行进一步核查，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4 月 2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鉴于相关自查工作已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860，证券简称：

星帅尔）自 2017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二、关于公司自查相关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累计涨幅较大，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说明如下： 

1、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近期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股票交易累计涨幅较大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三）公司停牌自查结果的说明 



经自查，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均严格执行并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信息披露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2017 年 4 月 12 日以

来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包括

近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12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披露的《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1）中所列示的公司风险因素及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风险因素“等有关章节关于风险的提示，上

述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再次特别提醒投

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一）宏观及行业需求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产品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主要应用于冰箱、

冷柜、制冷饮水机等家用电器领域的制冷压缩机或者烘干洗衣机上，

因此与下游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家用电器行业是

典型的充分竞争性行业，市场需求受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进而

影响到上述行业的的企业业绩。若上述行业发展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将对本公司总体效益产生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已成共识，

以及对家电行业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业进入稳定发展期，“家电下乡”

等消费刺激政策退出等因素的叠加，我国国内家电市场已从快速增长



期进入平稳发展期。因此，国内整体宏观经济将面临下行的风险，进

而影响到家用电器上下游行业的市场需求。 

（二）市场竞争风险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产品为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主

要应用于冰箱、冷柜、制冷饮水机等领域的制冷压缩机或者烘干洗衣

机上。目前，公司依靠全面解决方案的业务模式、较强的技术和研发

实力、良好的产品质量等竞争优势，成为钱江系公司、华意系公司、

东贝系公司、四川丹甫、美芝系公司、LG 电子、美国泰科、恩布拉

科等品牌客户的重要供应商。公司所处行业竞争较为激烈，国内同行

业企业在不同的细分市场、销售区域和终端客户拥有各自的竞争优势。

但并不排除随着竞争加剧，现有竞争对手通过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创

新等方式渗透到公司的主要业务领域和配套客户，从而加剧行业内的

市场竞争。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可能会有其他竞争对

手通过前后向一体化、技术替代等措施，进入到该行业中来，加大市

场竞争风险。 

（三）主要客户相对集中的风险 

我国冰箱、冷柜及其上游制冷压缩机等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市

场集中程度已经较高，从而导致公司下游客户也比较集中。公司经过

多年经营，已经基本覆盖了制冷压缩机行业的主要生产企业，积累了

一批长期稳定的优质客户。由于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是制

冷压缩机产品的关键零部件，知名压缩机制造企业对其供应商的选择

非常慎重，评估与准入制度也比较严格。一般而言，通过认证成为上



述高端客户的合格供应商后，其合作具有供应量大、稳定和长期性等

特点。  

公司与前述核心客户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前

五名客户合计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0,251.00 万元、20,581.91 万元和

24,221.55万元，分别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的78.87%、81.96%和82.95%，

占比保持相对平稳。虽然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公司的销售具有稳定

性和持续性，但如果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发生变化，或该客户自身

经营发生困难，将可能对公司的产品销售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四）人力资源风险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在多年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司管理团队和其他核心人员保持相对稳定，与公

司共同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公司重要的人力资本。虽然公司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发展机会、管理团队和

其他核心人员持股等，来保持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骨干的稳定，但随

着行业不断发展，对该领域高素质人才的争夺日益激烈，公司面临高

端人才流失的风险。 

另一方面，虽然公司不断推进生产自动化的进程，但是在部分生

产工艺上仍需要一定量的熟练工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以

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公司面临着招

收不到足额熟练工人的风险。 

（五）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不锈钢、铜、白银、镍等大宗原材料和有色



金属，由于大宗原材料和有色金属的价格受全球经济影响的波动较大，

如果这些原材料未来价格大幅波动，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大幅波动的风

险。 

（六）季节性波动风险 

公司的直接下游是冰箱、冷柜等制冷压缩机生产企业，主要受到

冰箱、冷柜等家用电器行业季节性波动的影响。一般来说，冰箱、冷

柜等销售旺季一般在春节后到国庆节（3 月份到 10 月初），考虑到备

货和节假日等因素，热保护器、起动器和密封接线柱行业的生产一般

比下游终端要提前 2 到 3 个月，因而，通常情况下公司上半年业绩要

好于下半年，呈现出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从而，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

务状况也受到季节性波动的影响。 

（七）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及净资产均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需要一定周期，建设期间股东回报主要

通过现有业务实现，短期内公司即期回报指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但

从中长期看，募投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前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

润水平预计将进一步增加。 

（八）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到期无法再续的风险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司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及浙江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14 年 9 月 29 日，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

业复审，获得更新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以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在报告期内适用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其享受的所得税优惠及其对

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如下表：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

额（万元） 
742.29 577.70 626.37 

公司净利润（万元） 7,373.71 5,838.79 5,682.68 

所得税优惠金额占比（%） 10.07 9.89 11.02 

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于 2016 年底到期，公司目前正在积

极履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复审程序。若公司不能继续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将不能享受 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从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的影响。 

（九）营业外收入变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379.71 万元、332.14 万元和

553.73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6.68%、5.69%和 7.51%，

占比较低。公司营业外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补助，政府补助主要为增

值税优惠及其他地方性补助、扶持资金，报告期内政府补助金额分别

为 349.34 万元、327.35 万元和 513.59 万元，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

别为 6.15%、5.61%和 6.97%。增值税优惠来自于国家对于安置残疾

人就业企业给予的政策支持，政策预期比较稳定，但若国家未来相关

税收政策发生变化或公司自身条件变化，导致公司无法享受上述税收



优惠政策，加之其他政府补助亦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营业外收入的变

动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带来一定的影响。 

 

公司再次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