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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3                                证券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7-03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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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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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20,8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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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学亮 颜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电话 0576-86199005 0576-86199005 

电子信箱 002403@asd.com.cn 002403@as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厨房炊具、厨房小家电及机器人本体、机器人应用的企

业，目前公司拥有温岭、湖北、嘉兴三大生产基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一家省级企业研究院和

一个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研发和工艺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爱仕达主要业务包括炊具、小家电及家居用品三大领域： 

        1、炊具：炒锅、煎锅、汤锅、奶锅、压力锅、蒸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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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家电：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豆浆机等 

3、家居用品：水壶、保温壶、水杯、厨房工具等 

4、机器人：Scara、Delta、6自由度等全系列工业机器人产品负载涵盖4kg、6kg、20kg、50kg、100kg、

500kg及机器人的应用 

公司主要以自主品牌在国内经营和为国际知名企业贴牌生产，并以自主品牌向海外市场销售。产品结

构偏重于炊具，小家电收入占比较低。 

公司在炊具生产方面具有深厚技术积累，为众多知名国际品牌代工，部分高端客户甚至选择公司为独

家代工商，在出口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而在炊具内销市场，爱仕达和苏泊尔均为领导品牌，特别在商超

渠道有着明显的品牌优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2,547,537,745.54 2,242,019,425.13 13.63% 2,206,531,49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366,586.07 113,394,629.15 21.14% 81,344,022.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9,655,438.43 79,983,717.35 49.60% 66,212,22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547,059.28 130,113,342.94 141.75% 253,195,15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6 13.89% 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6 13.89% 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8% 6.80% 0.38% 4.9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3,462,441,531.63 2,739,169,052.53 26.40% 2,706,822,15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6,139,838.15 1,667,444,302.98 26.31% 1,660,321,491.0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0,784,159.71 546,544,100.99 634,584,989.74 735,624,495.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249,375.24 28,640,966.36 26,696,319.63 37,779,92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510,955.26 26,589,436.64 16,464,364.91 37,090,68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563,562.02 109,127,137.61 1,975,178.83 108,881,180.8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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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1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299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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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7% 122,850,000  质押 107,950,000 

陈合林 境内自然人 7.47% 26,177,000 22,345,250 质押 22,550,000 

陈灵巧 境内自然人 4.73% 16,582,500 13,657,500 质押 16,582,500 

陈文君 境内自然人 3.34% 11,700,000  质押 11,700,000 

台州市富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7% 10,764,000    

浙江爱仕达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63% 9,215,676 9,215,676   

林菊香 境内自然人 1.94% 6,781,250 6,781,250 质押 6,781,25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5% 5,438,762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33% 4,655,602    

DEUTSCHE 

BANK 

AKTIENGESE

LLSCHAFT 

境外法人 1.22% 4,260,2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07%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陈合林先

生、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林菊香女士分别持有公司 7.47%、3.34%、4.73%、1.94%股份，

陈合林先生、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又同时分别持有爱仕达集团 60%、20%和 10%的股份，

陈文君先生、陈灵巧女士为陈合林先生及林菊香女士子女，四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合

林先生持有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 23.6%的股份，为富创投资第一大股东；陈素芬女士持

有公司 1.33%的股份，为陈合林先生的妹妹。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林仁平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0000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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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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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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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同期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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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对于公司来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

原材料上涨等各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大力开拓市场，产品结构调整，生产经

营与资本运作共同驱动，全年实现销售收入254,753.77万元，同比增长13.6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

润13,736.66万元，同比增长21.14%。 

    一、战略实施初显效果 

    2015年，公司通过聘请罗兰贝格确定了“全球一站式生态家居用品及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品牌商”的战

略。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这一战略，全面布局家居用品，包括保温、刀铲、陶瓷煲等系列产品。同时，

2016年1月，公司出资6500万以增资方式认购了平湖美嘉保温容器工业有限公司20%股权，进一步深耕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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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品保温行业，为公司提供一定的利润及投资收益。 

    二、投资机器人，进入新领域 

    2016年9月27日，公司与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摩托”）、哈尔滨博强机器人

技术有限公司及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钱江机器人”）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公司收

购钱江摩托持有的钱江机器人的51%股份。本次收购将结合机器人产业的优势，全面提升公司智能化、自

动化水平，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做精主业，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机器人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此次收购将成为爱仕达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成为公司除炊具、小家电和家居用品生产销售之外的另一主业。 

    三、完成再保险投资 

    2014年底，国务院发布的保险业“新国十条”提出“加快发展再保险市场，增加再保险市场主体，发

展区域性再保险中心”，在此背景下，资本开始竞相涌入再保险市场。公司以自有资金4.35亿元参与设立

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占比14.5%，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提升公司竞争力。2016年9月，公司完成对前

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2016年12月5日，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正式开始运

营。 

    四、不断创新，提升公司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256项，获得255项（含报告期之前申请，报告期获批）；其中发明已申请5

件，已获得14件；实用新型已申请27件，已获得17件；外观已申请224件，已获得178件；截至2016年12月

31日，公司共拥有专利1836项，其中发明专利58项，实用新型580项，外观设计1198项。同时，公司攻克

了IH电饭煲的内胆核心技术难关，并于2016年3月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H电饭锅内胆—“旋风铁釜”

和“旋风复合钛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家电 284,247,052.87 230,884,545.41 18.77% 22.56% 17.07% 3.81% 

炊具 2,234,192,246.77 1,261,376,871.09 43.54% 12.46% 9.17% 1.7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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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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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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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合并范围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设立了浙江爱仕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占比100%；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了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51%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出资设立了海南爱仕达销售有限公司，占比51%。 

（4）对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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