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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召开时间：2019 年 4 月 18 日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 9:15-15:00。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588 号上海千禧海鸥大酒店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李丐腾先生 

 

会议议程： 

一、宣读大会须知 

二、宣布大会开始 

三、审议、报告会议议题 

1、 审议《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5、审议《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8、听取《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股东提问，相关人员回答股东的有关问题 

五、主持人宣布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六、监事宣布现场投票结果 

七、主持人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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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规范意见》、

《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本会

议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

项工作。 

二、本公司设立股东大会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同时也必须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和扰乱会议秩序。 

四、如有股东或代理人要求发言的，请在场外发言登记处登记，出示持股的

有效证明，填写《股东问题函》，截止时间到 13:45 分。 

五、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应向大会秘书处报名，并

填写《股东问题函》，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始得发言。 

六、股东在会议发言时，应当首先报告其所持的股份份额，并出具有效证明。

发言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分钟。 

七、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

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公司股东行使表

决权时，如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八、股东大会表决采用投票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

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除本须知或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票特别说明

的情况外，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每项议案下设的“同

意”、“反对”、“弃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未填、填错、

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飞科电器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文件 

4 

九、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不向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发放礼品。 

十、公司聘请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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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问题函 

  

致各位股东： 

    欢迎出席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热切盼望您

能为公司的发展留下宝贵的意见或建议。由于时间关系，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书面

提问方式。请将您的意见或建议及您欲提出的问题，记在下面空白处，并交与我

们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转交相关人员，以便在集中回答问题时，

能更有针对性地解答您的问题。谢谢您的合作，并再次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您的意见、建议或问题：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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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议题一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2018 年，根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董事会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具体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的总体经营工作 

2018 年，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在董事会领导下，公司继续加强技术研发、

持续强化技术创新、努力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推进电子商务发展，经营业绩稳中

有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97,655.55 万元，同比增长 3.20%，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4,489.69 万元，同比增长 1.14%。 

二、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2018 年度，董事会共组织召开股东大会 2 次，共听取了 1 项报告事项，审

议并通过了 12 项议案。具体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会议议案名称 

2017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18 年 5 月 3 日 

《2017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度公

司监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

告》；《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关于续聘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

的议案》；听取《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18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8 年 11 月 8 日 

《关于投资建设飞科电器丽景园产业基地项目的议

案》；《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关

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

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选

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三、董事会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情况 

2018 年度，董事会共召开 7 次会议，共听取了 2 项报告事项，审议并通过

了 31 项议案，具体如下： 

会议届次 召开时间 会议议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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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 
2018 年 1 月 23 日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2018 年 4 月 9 日 

《2017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听取《2017

年度公司总裁工作报告》；《2017 年度公司财务决

算报告》；《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

要》；《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确定 2017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续聘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预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8

年度薪酬议案》；《2017 年年度内部审计及内控监

督工作报告》；《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2017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报告》；《2017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

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2018 年 4 月 24 日 《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 
2018 年 7 月 23 日 

听取《公司 2018 年上半年总裁工作报告》；《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关于投资建设飞科电器丽景园产业基地项目的

议案》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董事会换届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2018 年 11 月 8 日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裁金文彩先生代行董

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的议案》 

（二）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能够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勤勉

尽职，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完成了股东大会授权的各项工作任务。 

1、根据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

管理的议案》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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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的决议，2018年公司向商业银行滚动购买

理财产品40.45亿元，使用资金在股东大会规定的额度内。 

2、根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的决议，公司于2018年度顺利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

换届选举工作。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按照实施细则，积极发挥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对董事会

审议的重要事项进行基础性研究，并提出专业咨询和意见，供董事会决策参考，

提高董事会运作效率。 

1、审计委员会工作情况 

（1）2018 年 1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

听取年审注册会计师关于 2017年财务报表预审情况的报告及关于年度审计工作

计划与安排的汇报，讨论《审计业务约定书》，审计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对 2017

年度审计提出相关要求，审议通过了《2017 年度内部审计及内控检查监督工作

报告》。 

（2）2018 年 3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

听取经营管理层关于 2017 年度的生产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以及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汇报，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并

督促年报审计工作，审计委员会委员及独立董事与外审机构进行了单独沟通。 

（3）2018 年 4 月 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会

议听取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审计工作情况报

告，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确定 2017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关于续聘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预案》、《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及《公

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同意将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4）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8 年半年度内部审计及内控检查监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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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同意将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 4 月 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8 年度薪酬预案》，并

同意将该预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战略委员会工作情况 

2018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飞科电器丽景园产业基地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 

（四）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完成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报及各季度报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定期报告 4 次、临时

公告 36 份。 

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内幕

信息及知情人的登记、备案以及交易窗口提示等事项，相关保密措施健全得当，

知情人登记报备工作规范有序，未发现公司内幕信息泄露、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买

卖公司股票等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认真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接待国内外投资者访谈调研、接

听投资者电话，还通过“上证 e 互动”、公司邮箱等多种方式保持与投资者的沟

通与互动，聆听投资者意见并传递公司信息，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五）学习及培训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先后组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独立董事后续培

训”、“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与编制操作培训班”等培训及讲座，不断强化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创新意识和规范运作意识。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投资于个人护理电器

松江生产基地扩产项目、个人护理电器检测及调配中心项目、研发及管理中心项

目以及个人护理电器芜湖生产基地扩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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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89,045,599.61 元，

募集资金尚余 45,768,776.76 元（含存款利息）。所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均

顺利进行，建设进度有一定的延期，但不存在与可行性研究报告发生巨大变化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2、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2018年度公司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30亿

元投资理财产品，已赎回人民币1.60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使用资金控制在股东

大会规定的额度范围内。 

五、内控体系建设工作情况 

2018年，公司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

套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内部控制的相关规定，组织各相关部门，梳理完善

各项业务的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确保每个流程中各工作节点得到确认、工作内

容得到明确，力求形成更加规范的管理系统。报告期内，公司内部各项制度得到

有效执行。 

六、2019 年工作计划 

1、结合公司重大事项及特定事项履行各专门委员会、董事会、股东大会相

关审议程序。根据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权限，对公司的经营、投资等重大事项进

行科学决策，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 

2、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合规合法

做好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 

3、在 2018 年度内控工作开展基础上继续推进内控体系建设，在实现控制

目标的过程，树立全面、全员、全过程控制的理念，同时在保证经营管理合法合

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的基础上，

着力促进企业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4、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监管部门安排的培训，进一步提高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意识和履行职务的能力。 

2019 年，公司将继续保持管理运作的规范性，加强公司管理能力水平，提

升公司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董事会积极履行应尽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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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经营管理层落实董事会决议的监督检查和信息反馈，促进公司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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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2018年，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以及《监

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和要求，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

监事认真履行监督职责，通过出席股东大会及列席董事会，了解和掌握公司的生

产经营情况，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度，监事会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会议，并按照

《监事会议事规则》对全部议案进行了审议，履行了监事的职责，具体情况如下： 

1、2018 年 4 月 9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2017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2017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2、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正文。 

3、2018 年 7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2018 年 10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

全票通过了《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

监事的议案》。 

5、2018 年 11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全票

通过了《关于选举贾春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二、监事会其他工作情况 

监事会逐步完善工作机制，针对贯彻落实董事会决策、深入研究公司财务及

经营风险、评估重大事项和加强内部控制等给出了相关建议，从整体上增强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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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法经营和规范运作的了解和监督。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出席了公司 2018年召开的所有股东大会会议及列席了各次董事会会

议，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

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以及 2018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情况等

进行了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各项决策程序合法，公司董事会

运作规范、决策合理，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能

尽心尽力履行职责，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坚持以财务监督为中心，围绕公司经营目标和精细化管理要求，对公

司财务情况进行监督，依托公司审计监察部重点对公司财务行为是否严格遵照公

司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以及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等几个方面进行检

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财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募集资金使用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使

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无息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等事项，均履行了合法的程

序。 

4、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

真审阅。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该报告符合有关法规和证券

监管部门的要求，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如实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和实施情况。

监事会要求公司持续不断完善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使之得到有效执行。 

5、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有关要求，针对各

定期报告及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信息等事宜，实施内幕信息保密管理和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备案，有效防范内幕信息泄露及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经

核查，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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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信息相关人员利用内幕信息或通过他人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2019年度工作计划 

为全面完成公司全年各项工作任务，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担负起监事会监督

职责，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运作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制

订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目标和计划。 

1、严格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依法照章办事。通过列席董事会会

议、定期召开监事会会议等有效途径，对公司的重大决策、生产经营管理、财务

管理等方面，充分发挥好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促进公司决策程序的科学化、民主

化、规范化，推动公司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推动公司内控体系建设和检查监督。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公司订立的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系统检查和总体评

价，对重点业务领域展开专项调查。关注和揭示现实和潜在的风险，提出解决风

险的政策建议。 

3、以维护股东利益和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为出发点，更主动深入公司生产经

营各环节，及时了解公司运营情况，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合理

意见。 

2019 年，监事会成员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履职尽责。继续加强监事会的

思想、组织建设，努力提高监事会的履职能力、监督工作水平，促进监事会运作

效率的持续提升，增强监督检查的效果，认真履行好监事会的工作职能。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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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三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验证，已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一年来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结合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如

下： 

一、2018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上海飞科个人护理电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 

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 

芜湖飞科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 

浙江飞科电器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 

飞科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子公司 100% 

深圳飞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子公司 70% 

二、报告期末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 

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 3,976,555,487.40 3,853,428,857.37 3.20% 

利润总额 1,123,817,351.76 1,117,503,090.83 0.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4,896,937.70 835,347,637.79 1.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77,029,009.71  786,996,884.28 -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978,994.79 858,548,898.98 -35.47%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减 

资产总额 3,697,094,837.93 3,255,688,791.50 13.5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1,691,888.42 2,410,194,950.72 7.95% 

总股本（或注册资本） 435,600,000.00 435,600,000.00 不变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4 1.92 1.04% 

http://stock.591hx.com/list/sjf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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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78 1.81 -1.66% 

净资产收益率  34.46% 38.42% 减少 3.96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31.70% 36.20% 减少 4.50 个百分点 

 2018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5.97 5.53 7.96% 

三、财务状况 

1、资产结构 

                                                           单位：元 

资    产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同比增减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973,385,320.54  618,323,814.83 57.42%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547,313,897.79  254,541,561.75 115.02% 

  预付款项  25,598,430.81  21,996,463.34 16.38% 

  其他应收款  17,322,407.52  23,198,577.55 -25.33% 

  存货  563,364,250.09  330,938,483.29 70.23% 

  其他流动资产  431,610,921.48  1,149,922,835.49 -62.47% 

流动资产合计  2,558,595,228.23  2,398,921,736.25 6.66% 

  固定资产  591,377,693.91  569,641,659.71 3.82% 

  在建工程  243,214,961.68  29,278,077.92 730.71% 

  无形资产  220,723,071.29  183,510,761.37 20.28% 

长期待摊费用   9,893,034.03  11,636,466.51 -14.98%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353,814.58  29,227,755.22 10.70%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937,034.21  33,472,334.52 22.3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38,499,609.70  856,767,055.25 32.88% 

资产总计  3,697,094,837.93  3,255,688,791.50 13.56% 

2018 年末余额较 2017 年末余额变动超过 30%的说明： 

① 货币资金：主要是期末理财产品余额减少。 

② 应收账款：主要是新增飞科采购服务有限公司应收原材料销售款。 

③ 存货：主要是备货增加。 

④ 其他流动资产：主要是期末理财产品余额减少。 

⑤ 在建工程：主要是生产基地土建投入增加。 

2、债务结构 

                                                              单位：元 

  负    债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同比增减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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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819,727,691.86 550,263,790.86 48.97% 

  预收款项 29,842,183.45 47,994,789.74 -37.82% 

  应付职工薪酬 63,973,485.51 43,719,019.35 46.33% 

  应交税费 116,568,942.34 136,538,268.76 -14.63% 

  其他应付款 17,689,761.26 23,906,111.16 -26.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90,944.16 1,014,629.28 -2.33% 

流动负债合计 1,048,793,008.58 803,436,609.15 30.54% 

 预计负债 17,391,975.86 13,439,483.92 29.41% 

  递延收益 27,459,348.97 28,617,747.71 -4.05% 

非流动负债合计 44,851,324.83 42,057,231.63 6.64% 

负债总计 1,093,644,333.41 845,493,840.78 29.35% 

2018 年末余额较 2017 年末余额变动超过 30%的说明： 

①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主要为应付供应商采购款余额增加。 

② 预收款项：主要为预收经销商订货款减少。 

③ 应付职工薪酬：主要为期末职工人数同比增长 46.80%。 

3、股东权益 

                                                               单位：元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同比增减 

股本（注册资本） 435,600,000.00 435,600,000.00 不变 

资本公积 688,045,028.34 688,045,028.34 不变 

盈余公积 217,800,000.00 217,800,000.00 不变 

未分配利润 1,260,246,860.08 1,068,749,922.38 17.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1,691,888.42 2,410,194,950.72 7.95% 

少数股东权益 1,758,616.10  不适用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3,450,504.52 2,410,194,950.72 8.02% 

根据《公司章程》，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

不再提取，本报告期盈余公积余额不变。 

四、经营业绩 

1、营业收入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3,976,555,487.40 3,853,428,857.37 3.20% 

营业成本 2,422,095,984.51 2,338,101,847.29 3.59% 

有关说明： 

① 本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7,655.55 万元，同比增长 3.20%。 

② 营业成本的增长比率略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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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间费用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销售费用  346,657,857.81  294,199,092.14 17.83% 

管理费用  104,629,040.76  88,107,301.68 18.75% 

研发费用  52,886,643.62  54,430,035.69 -2.84% 

财务费用  -15,362,116.69  -13,738,043.72 -11.82% 

合计  488,811,425.50  422,998,385.79 15.56% 

有关说明： 

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广告费增加，销售人员工资增加。 

②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工资及福利费增加。 

③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美元升值汇兑收益增加，存款利息收入

减少共同影响。 

3、盈利水平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营业利润 1,084,319,238.10 1,077,861,361.89 0.60% 

利润总额 1,123,817,351.76 1,117,503,090.83 0.57% 

减：所得税费用 280,161,797.96 282,155,453.04 -0.71% 

净利润 843,655,553.80 835,347,637.79 0.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44,896,937.70 835,347,637.79 1.14%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基本与上年持平。 

  五、现金流量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978,994.79  858,548,898.98 -35.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317,236.51  -680,195,420.71 165.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0,400,000.00 -429,471,400.00 -51.44% 

变动数据超过 30%的说明： 

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商品、接收劳务支

付的现金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利用闲置资金滚动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本金减少。 

③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本报告期分配现金红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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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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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四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公司编制了《上海飞科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8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全文披露，《2018 年

年度报告摘要》也于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作为《2018 年年度报告》附件同时

披露。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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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五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各位股东：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编

制的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2018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14,137,588.71元，

加上2018年初未分配利润958,587,634.77元，扣减本年度对股东的分红

653,400,000.00元，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19,325,223.48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的，

可以不再提取。期初法定盈余公积余额为217,800,000元，为注册资本的50%，

本年度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本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拟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35,600,0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653,400,000.00元。 

2018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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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六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在担任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

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完成了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为了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续

聘立信会计担任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同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业务工作量确定 2019 年度审计费用并支付。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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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七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7 年 4 月 20 日，公司召开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将 2015 年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的“购买风险较低的中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原则上须购买国有控股或股

份制大型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的理财产品”变更为“购买金融机构低风险、收

益相对稳定的产品”，授权期限不变。并在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到期后，

公司及子公司拟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产品，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

滚动使用。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资金使用额度范围内

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到期日后起一年

（即 2017 年 8 月 25 日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 

2018 年 5 月 3 日，公司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继续对经营性流动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拟继续

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产品，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滚动使用。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资金使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上述理财

事项，授权期限自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到期日后起一年（即 2018 年 8 月

25 日至 2019 年 8 月 24 日）。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拟在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到期后，公司

及子公司拟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产品，继续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进行

滚动使用。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上述资金使用额度范围内具体实

施上述理财事项，授权期限自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到期日后起一年（即

2019 年 8 月 25 日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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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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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 

作为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科电器”或“公司”）的独

立董事，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

以及《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等规定，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了独立董事的职责，本着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积极出席公司 2018 年度召开的相关会议，认真审阅各项议

案，并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的利益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现将 2018 年度履职情况述职如下： 

一、现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蔡曼莉 女，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管

理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曾任职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从事上市公司监管工作，先后担任并购监管二处副处长、监管一处处长，并担

任上市公司监管部会计与评估小组组长。现任和易瑞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雅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河南四方达超硬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

本公司独立董事。 

金鉴中 男，195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正

高级会计师。曾任黄浦区房产管理局财务科长，新黄浦集团总会计师、总裁助理、

副总裁，上海地产集团财务总监，绿地集团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现任东

方资产管理公司旗下东兴投资控股公司副总经理和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兰丁 男，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巴黎 HECParis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美国）奥迪玛集团公司总经理。现任矽亚投资 CEO、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本公司独立董事。 

黄培明 女，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美国伊利诺伊理

工大学国际法与跨国法专业法学硕士、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硕士。曾任上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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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律师事务所、上海沪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勋业律师事务所和上海铭森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现任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易百信息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独立董事。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的独立性的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履职

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一）参加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董事会 7 次，股东大会 2 次。我们严格依照有关规

定出席会议，在对议案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审慎发表独立意见，以科学严谨的态

度行使表决权。 

同时，我们分别作为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依

照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履行职责，为公司重大事项决策提

供重要意见和建议。 

（二）日常工作情况 

除参加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会议外，为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我

们还通过电话、邮件、网站等多种途径全面了解、持续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财

务管理、资金往来、内部控制等情况，并与公司管理层保持良好沟通，掌握公司

动态，及时传导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主动提醒可能产生的经营风

险并就相关风险管控措施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能结合各自专业优势，为公司战略发展积极出谋划策，为董事会及经

营层科学决策提供专业依据。 

独董姓名 

参加董事会情况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

次数 

亲自出席

次数 

委托出席

次数 
缺席次数 

出席股东大会的次

数 

曹惠民 6 6 0 0 2 

谢  岭 6 6 0 0 2 

黄  丹 6 6 0 0 2 

陈  臻 6 6 0 0 2 

蔡曼莉 1 1 0 0 0 

金鉴中 1 1 0 0 0 

张兰丁 1 1 0 0 0 

黄培明 1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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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考察情况 

2018 年度，我们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定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等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

内控规范体系建设以及董事会决议执行等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密切关注公司治

理、生产经营管理和发展等状况。 

三、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2018 年度，全体独立董事恪守勤勉尽职的原则，充分发挥在经济、财务、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和专长。独立董事特别关注公司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募

集资金使用、利润分配、董事会及下属专门委员会运作等重大事项，并就相关事

项充分独立地发表专业见解。 

（一）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的规定和要求，我们对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和对外担

保事项进行了了解。经了解，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情况，公司也未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二）募集资金使用 

1、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一致同意公司在第二届

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授权到期后一年内（即 2018 年 5 月 24 日-2019 年 5 月 23 日）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关

事项。 

2、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分别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后认为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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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利润分配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利润分配事项符合《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条款的规定，同意公司利润分配预

案。 

（四）聘任或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

会计”）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聘任其为公司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

以上议案均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认为立信会计在担任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期间严格遵循

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等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完成了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为了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与此同时，立信

会计具有证券业务从业资格，且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内控审计服务的经验与

能力，符合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内控审计的要求，同意聘任其担任 2018 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 

（五）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考评，

并将《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8 年度薪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我们认为 2017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8 年度薪酬方案的相关审议、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绩效奖金及 2018

年度薪酬议案》。 

（六）闲置自有资金管理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一致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继续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金融机构

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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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会计政策变更 

作为独立董事，我们在审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的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

合理变更和调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 

（八）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情况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符合有关要求和公司实

际，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全面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

建立、健全情况。 

（九）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按要求履行承诺，未发现违规情形。 

（十）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公司信息披露依法合规，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按照监管规定，董事会严格把握信息披露时点，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广大投资者披露公司经营情况，保护了股东、债权

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公平获得公司信息的权利。 

（十一）董事会及下属专门委员会运作情况 

2018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召开董事会会议，公司董事按时出席会议，

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认真审议各项议案，科学、合理地作出相应的决策，

为公司经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公司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在 2018 年内认真开展各项工作，

充分发挥专业职能，为董事会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必要的协助，为经营层实现高

效管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我们作为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的职责，恪尽职守、勤勉诚信；积极参加股东大会、董事

会会议及各专门委员会会议，能够做到以独立客观的立场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

策，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协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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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我们将继续秉持谨慎、诚信与勤勉的精神，本着对公司负责、对

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强化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充分发

挥独立董事的作用。一方面加强自身学习，特别是有关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方面的法规学习和理解；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及经营层的沟通合作，凭借业务专长，为公司发展献计献策，以促进

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特此报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金鉴中、蔡曼莉、张兰丁、黄培明 

2019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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