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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2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9-013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或“苏泊尔”）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3 月 16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杭州柏悦酒

店会议厅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 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

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宝庆先生、Frederic BERAHA 先生、Xiaoqing PELLEMELE 女士向公司董事会

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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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851,264,801.7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75%；利润总额

1,981,538,256.5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4.7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69,873,440.00 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5.91%。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浙江苏泊尔股

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990,437,901.16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7,755,043.93 元（注：法定盈余公积金累计已达到股本的 50%），加上期初

未分配利润 1,031,877,945.46 元，减去 2018 年 5 月 24 日派发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590,988,931.20 元

和 2018 年 10 月 26 日派发 2018 年半年度现金红利 377,576,261.60 元，加上因本期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毕而转回多预留资本公积至未分配利润 4,300,000.00 元，年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50,295,609.89 元。 

公司 2018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按 2018 年末公司总股本 821,243,960 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10.2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837,668,839.20 元人民币。本年度

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8 年度的审计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

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职责，且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良好的服务素质，能够满足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要求。公

司拟继续聘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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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 SEB S.A.签署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 SEB S.A.及其关联方签署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协议，预计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5,233,940,000.00 元。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4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5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Thierry de LA TOUR D’ARTAISE 先生、Harry TOURET 先生、Vincent LEONARD 先生、Stanislas 

de GRAMONT 先生及戴怀宗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进行回避表决。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五十亿元的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发生离职，根据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拟

以授予价格 1 元/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 84,900 股。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20%的限制性股票以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 20%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已达成设定的考核指标，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本次共计 840,600 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解除限售。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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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公告》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独立董事 Frederic BERAHA 先生和 Xiaoqing PELLEMELE 女士因在公司连续担任独

立董事满六年已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公司控股股东 SEB INTERNATIONALE S.A.S 提名 Hervé 

MACHENAUD 先生和 Jean-Michel PIVETEAU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Hervé MACHENAUD 先生和 Jean-Michel PIVETEAU 先生的简历附后。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拟回购注销三名

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84,900 股；同时，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拟回购注销六名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尚未达成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39,150 股，合计 124,050 股。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从 821,243,960 股减至 821,119,910 股，注册资本将由 821,243,960 元变更为 821,119,910 元。 

《公司章程修订案》及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拟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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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Hervé MACHENAUD先生：法国国籍，1947年生，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现任宏马咨询服务（北

京）有限责任公司总裁、《Paris Innovation Review》（《创瞰巴黎》）主席、法中投资基金达道资

本合伙人，历任法国电力集团中国总代表、法国电力集团执行副总裁、集团工程设计与发电部DPI

总经理兼亚太区总经理。Hervé MACHENAUD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 S.A.中任职，且与公司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Jean-Michel PIVETEAU先生：法国国籍，1947年生，工商管理博士、政治科学硕士学士。现任

法国博智过渡合伙人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B&A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法国美兴集团中国公司

监事会主席、法国BAOBAB监事会副主席及独立董事、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历任

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中国顾问、法国巴黎银行中国高级顾问、法国巴黎银行行长（亚洲多国）、法

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中国区荣誉退休主席。Jean-Michel PIVETEAU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 

S.A.中任职，且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