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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3                                证券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8-03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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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减去公司回购专户股

数为基数，每10股分配现金股利1.5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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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用品及机器人本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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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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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仕达主要业务包括炊具、小家电、家居用品及工业机器人： 

        1、炊具：炒锅、煎锅、汤锅、奶锅、压力锅、蒸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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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071,545,489.41 2,547,537,745.54 20.57% 2,242,019,42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738,929.05 137,366,586.07 25.75% 113,394,62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2,556,215.23 119,655,438.43 19.14% 79,983,71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125,052.73 314,547,059.28 -65.94% 130,113,342.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1 19.51%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41 19.51% 0.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1% 7.18% 0.83% 6.80%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4,335,261,666.41 3,462,441,531.63 25.21% 2,739,169,05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08,813,966.01 2,106,139,838.15 4.87% 1,667,444,3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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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9,543,979.74 668,739,821.38 728,556,694.71 924,704,99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65,001.97 32,504,490.67 27,297,624.64 59,571,81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9,572,598.55 22,692,611.01 17,028,942.39 53,262,063.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36,365.12 -9,213,012.91 23,229,144.06 37,972,5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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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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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72,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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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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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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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凤钗 境内自然人 1.88% 6,590,907 0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27% 4,435,602 0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1.17% 4,10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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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菊香女士又同时分别持有爱仕达集团 60%、2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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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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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仁平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1,100,000 股外，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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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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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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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是公司战略实施的关键一年，公司以炊具业务为立足点，加快发展小家电和家居用品业务两个增长点；以机器

人应用为契机，加快智能制造的步伐，推动智慧工厂建设，实现从单一的家居服务向家居服务和机器人应用并重的转型，实

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升级。2017年，是可喜的一年，公司克服原材料上涨、汇率波动等宏观环境等不利因素，全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30.72亿，营业收入首度突破30亿元，同比增长20.57%；实现利润1.72亿元，同比增长25.75%。公司净利润

连续五年保持稳定增长。 

    一、炊具、家电及家居用品业务 

    公司在炊具、家电及家居用品传统领域上，通过研发持续推出高端新品，钛不粘 、油你控、一键开合压力锅、锈不了铁

锅等一系列创新产品颠覆行业，更加贴合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小家电方面推出围绕旋风概念的一系列IH电饭煲，如旋风铁

釜、旋风钢釜、旋风钛金釜。而在家居用品上，推出国内首家不粘内胆保温杯、内置磨刀器套刀、全隔断不串味保鲜盒等创

新产品。 

    在渠道上，公司尝试新的商业模式，与经销商合资设立了河南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四川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通过相互合作方式，实现利益共享，为普及推广积累了经验。同时，在渠道下沉上，继续坚持扶持现有经销商，坚持拓展三

四线甚至农村市场，鼓励经销商到三四线城市、城镇、农村铺设渠道网点。 

    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 

    自2016年9月，公司收购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51%股权后，公司进入智能制造领域，经过1年多的发展，钱江机器人

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本体方面钱江机器人2017年六轴机器人突破销量1000台（包含内部销售），同比增长近8倍，在2017

年中国国产六轴机器人出货量排行榜TOP10中排名第六。同时，设立杭州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北京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发了70多家集成应用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全国。 

    2017年，公司通过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以及设立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先后收购上海三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劳博物流（上海）有限公司、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并且参股了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通过兼并收购，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上，先后获得了喷漆、压铸、去毛刺、抛光打磨、智能仓储等自动化应用

技术，结合公司子公司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形成一定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本体机器人的销售，推动公司智能制造战

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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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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344,808.70 89,485,800.76 24.63% 27.83% 67.69% 5.86% 

炊具 2,608,226,882.18 1,112,343,036.24 42.65% 16.74% 14.34%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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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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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

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

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7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执行上述三项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和“终止经营

净利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

161,886,959.86元；列示终止经营净

利润本年金额0.00元。 

（2）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调增其他收益5,108,553.75元，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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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计入营业外收入。比较数据不调整。 营业外收入5,108,553.75元。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

为“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益重分类至

“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113,948.9元，营

业外支出减少479,676.75元，重分类

至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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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26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河南爱仕达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四川爱仕达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爱仕达（香港）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

围。 

4、子公司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7年5月31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杭州钱江机器人有限公

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5、公司于2017年7月19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浙江爱仕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

合并范围。 

6、公司于2017年7月27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

范围。 

7、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北京钱江机器人科技

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8、全资子公司湖北爱仕达电器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北爱仕达炊具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后湖北爱仕达炊具有限公司注销，其净资产由湖北爱仕达电器有限公司继承。 

9、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22日完成收购劳博（上海）物流科技

有限公司51%股权，收购完成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10、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31日完成收购上海三佑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收购完成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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