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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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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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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利润分配预

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飞科电器 60386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丐腾 陆建飞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B栋

26楼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500号B

栋26楼 

电话 021-52858888-839 021-52858888-839 

电子信箱 flyco@flyco.com flyco@flyco.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产品 

公司是一家集剃须刀等个人护理电器、家居生活电器及电工电器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企

业。近年来，公司与时俱进，注重研发投入，紧贴消费者需求，推动品类扩张和迭代升级。目前产

品包括个人护理电器、生活电器和电工电器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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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护理电器品类主要产品：电动剃须刀、电吹风、毛球修剪器、电动理发器、鼻毛修

剪器、女士剃毛器、烫发器等。 

（2）生活电器品类主要产品：电熨斗、挂烫机、智能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等。 

（3）电工电器品类主要产品：延长线插座等。 

历经 20 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在个护电器领域已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市占率，也已成为国内个

护电器行业的领导品牌。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公司“FLYCO 飞科”品牌电动剃须刀 2018 年零

售量市场份额为 45.39%，位居行业前列。子品牌“博锐”电动剃须刀 2018 年零售量市场份额为

4.3%。公司以“FLYCO 飞科”为主打品牌，以“POREE 博锐”为防御品牌的双品牌运营体系已

初见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成果获得社会肯定，经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以及上海市

经济团体联合会评选，公司荣获 2018 上海制造业企业 100 强称号（第 47 名），2018 上海民营企

业 100 强称号（第 58 名），2018 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 100 强称号（第 21 名）。报告期内，公司品

牌也获得了行业认可，“FLYCO 飞科”品牌入围由全球著名传播集团 WPP 与旗下权威调研机构

凯度华通明略于 2018 年 3 月共同发布的“BrandZ™2018 最具价值中国品牌 100 强”排行榜（第

88 位）。报告期内，公司产品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获得“2018 年百度家电行业最具人气小家

电大奖”。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营业务分析详见“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相关内容。 

（二）公司主要经营模式 

1、轻资产运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取轻资产运营模式，牢牢抓住“微笑曲线”上附加值和利润较高的两端——研发设

计和品牌营销，将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大部分外包。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可以更好地专注于提升

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外包生产可以充分利用外包厂家所在地的产业集群效应和生产成本优势，

降低公司的整体运营成本。 

2、集中采购模式 

公司原材料实行集中采购原则，无论是公司的自有工厂，还是外包厂家，主要原材料和核心零

部件采购业务均由公司集中采购，2018 年公司成立飞科采购服务子公司，专注于精益化采购管理。

凭借规模效应，公司与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得以增强，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3、自主生产与外包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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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取自主生产与外包生产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为了引导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以及自身专注

于提升研发设计、品牌建设和销售管理的核心竞争能力，公司在对每款产品建立起技术标准、管理

标准、工时标准后，转由外包厂家生产。公司自主生产的产品主要为技术新品及高端产品。2018

年，公司电动剃须刀外包生产数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为 71%。 

4、以经销模式为主的营销模式 

公司产品销售以经销模式为主，辅以少量直营，构建了以商超终端、区域分销、省区批发、电

子商务、礼品团购等相结合的立体式营销渠道，基本实现了对各级市场的全面覆盖，提高了产品销

售的渗透力。报告期内，公司的直营渠道主要有飞科商城、飞科体验店、京东自营、苏宁易购等。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发展 670 家经销商。 

（三）行业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互联网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我国的

小家电行业迈入了成长期，市场体量不断扩张。资料显示，2017 年中国小家电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了 3,155 亿元，2012-2018 年中国小家电行业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3.35%。市场对小家电

产品的需求一直维持在良性、稳定的水平上，整体增长态势稳健。 

技术创新仍然是小家电的核心竞争力，人民消费需求的日益多元决定了小家电更新换代速度的

日益加快，旧的产品很快会被新的产品取代，因此，行业内公司追求单一产品、单一场景应用向多

品类、多场景应用延伸，给消费者带来更好产品体验的同时，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依赖度。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等）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3,697,094,837.93 3,255,688,791.50 13.56 2,784,339,348.19 

营业收入 3,976,555,487.40 3,853,428,857.37 3.20 3,363,894,82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44,896,937.70 835,347,637.79 1.14 613,231,15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7,029,009.71 786,996,884.28 -1.27 593,426,89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2,601,691,888.42 2,410,194,950.72 7.95 2,010,447,312.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3,978,994.79 858,548,898.98 -35.47 799,850,727.50 



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4 1.92 1.04 1.4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4 1.92 1.04 1.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4.46 38.42 减少3.96个百分点 34.30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884,748,834.39 931,032,003.98 1,003,411,236.26 1,157,363,41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74,415,242.87 223,759,318.74 222,488,581.74 224,233,79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6,271,640.79 195,026,935.87 210,866,919.81 204,863,513.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7,271,641.93 202,308,121.03 47,005,748.21 267,393,483.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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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2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7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0 352,800,000 80.99 352,8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丐腾 0 39,200,000 9.00 39,2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客户资金 
791,616 5,095,152 1.17   无  其他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82,641 2,289,436 0.53   无  国有法人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35,881 1,785,800 0.4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能源基
1,410,020 1,410,020 0.32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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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287,760 1,346,699 0.31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

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41 1,000,041 0.23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核心竞

争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00,009 1,000,009 0.23   无  其他 

景顺长城－中国银行－

平安人寿－平安人寿委

托投资 1号资产管理计划 

800,065 800,065 0.18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李丐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持有上海飞科投资有限公司 98%股权。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大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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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1）加强技术研发，积极开发新产品 

2018 年，公司继续围绕着“研发设计”和“品牌运营”两大核心竞争力，持续投入研发。一

方面，公司注重对现有产品的迭代升级，尤其是对现有个人护理电器和生活电器的研发设计，以消

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另一方面，公司也注重新品类的开发上市，2018 年公司加

大了电动牙刷、加湿器、空气净化器、健康秤、延长线插座等产品的研发力度，其中，加湿器和空

气净化器已于 2018 年上市，延长线插座和健康秤已于 2019 年上市。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 5,288.66 万元；2018 年底，研发人员数量 137 人，较 2017 年也有

所上升；相关专利 180 项，其中，2018 年获得的自主专利 53 项（含发明专利 5 项）。 

（2）着力多维品牌宣传，提升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保持在传统媒体的推广宣传，在全国主流电视媒体央视 CCTV-5、东方卫

视和深圳卫视高频率、高密度的硬广投放、电视栏目冠名及内容合作等进行强势广告宣传，提高了

公司品牌曝光度，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在保持传统媒体广告的同时，公司通过互联网等新兴媒介进行广告宣传，通过短视频、移动端

互动等多种方式持续保持飞科品牌的强曝光度和覆盖面，并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性，增强品牌营销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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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博锐”子品牌的推广，提升市场份额 

为抵御中低端市场的潜在竞争对手，同时维护“飞科”的品牌形象，公司推出了“质量高、价

格低”的防御性子品牌“博锐”。报告期内，公司不断优化“博锐”的线下分销体系，现已完成线

下渠道的布局。线上渠道方面，“博锐”系列加强了与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合作，销量

显著上升。 

报告期内，公司“博锐”品牌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37,713.78 万元，同比增长 50.40%，夯实了

“博锐”品牌在中低端市场的竞争地位。 

（4）调整线下渠道管理架构，进一步完善线下分销体系 

2018 年，公司围绕着“产品销售渠道化、市场管理区域化、营销管理精细化”的营销策略，

将线下渠道调整为 KA 终端、区域分销和省区批发。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线下分销体系，成

立区域分销，组建专业的区域卖场分销管理团队，加强区域卖场分销体系建设。在地级市的市区范

围内，采用以经销商直配为主的模式，对超市、电器店、便利店、烟酒店、化妆品店等网点进行扫

街式覆盖；在县城，采用以分销商为主的模式进行下沉式拓展，每个县城签约一个分销商，由分销

商建立配送团队覆盖以当地县乡中小型超市、夫妻店、烟酒店、日杂店、手机店等为主的销售终端。 

（5）电子商务稳定发展，尝试线上线下新零售模式 

报告期内，在多方面布局规划及活动策划下，电子商务稳定发展，公司多种品类产品在各电商

销售平台上保持前列。重点加强在淘宝天猫商城、京东商城、苏宁易购、拼多多等知名电子商务平

台的品牌推广；通过“年货节”、“3.8 魅力女神节”、“6.18”、“8.18”、“双 11”、“双 12”

等重大主题活动进行宣传推广；以官方微博互动，电视广告贴片等形式进行产品推广营销；并加强

了与网易考拉、环球捕手等新兴电商平台的合作，全方位覆盖不同消费者。 

报告期内，公司在电子商务渠道实现营业收入 215,976.04 万元，同比增长 7.16%，电子商务

销售占营业收入比为 54.31%。 

此外，2018 年公司加强了飞科商城的推广，同时在上海开设第一家飞科线下体验店，积极探

索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模式。 

（6）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推动自有品牌业务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在维护现有海外主要贴牌客户和品牌经销商的同时，逐步以品牌经销商替代贴

牌客户。2018 年度公司自有品牌出口占比首次高于贴牌产品，海外市场逐步从贴牌向以飞科自有

品牌为主导的战略转型。 

公司已在美国、欧洲、韩国、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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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品牌经销商。公司以跨境电商为突破口，通过电商先行、逐步向线下渗透的方式，强力推进飞

科品牌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报告期内，公司已经与环球易购、通拓两个国内跨境电商及英国、印度

等海外电商进行实质合作。此外，FLYCO 海外官网上线运作，成为“FLYCO”品牌产品海外营销

的展示平台。 

2018 年，海外业务实现销售 2,430.36 万元，飞科自有品牌销售占比从 2017 年底 7%上升至

2018 年底的 60%。 

（7）强化市场督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市场督察部定期及不定期对线下市场经销商市场窜货行为、市场乱价行为及营

销人员上报的卖场终端信息进行监督检查；针对线上市场，重点检查网上销售公司是否被授权，关

注产品销售价格、线上飞科店铺形象以及线上促销活动是否严格遵守公司审批文件和相关规定。并

对不合规的经销商和监管不力的市场管理人员进行了惩戒，进一步规范了市场秩序。 

此外，公司重拳整治侵犯公司知识产权的行为。公司与多家专业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及律师事务

所合作进行打假维权活动，取得一定成效。 

（8）继续加强公司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 SAP 二期建设项目全面上线，SAP、ERP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也得到进一步完

善，有效提升公司整体的业务管控能力以及管理效率和管理精度。公司通过对基础数据的梳理与标

准化实施，建立起系统化的主数据管理流程与规范；通过 ERP 业务流程的梳理，公司实现从销售、

计划、采购、库存、生产、财务和成本的全业务层面流程规范，从而打通业务流程，进一步提升业

务执行效率和质量。 

同时，公司借助线下体验店，对飞科新零售系统进行实践运用，飞科新零售系统可实现线下下

单、POS、结算的全面业务管理，实现线上线下结合的全网营销模式，为公司开展新零售模式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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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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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

用”中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 52,886,643.62 元、上期

金额 54,430,035.69 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2、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目下新增“其中：‘利息费

用’和‘利息收入’”项目，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本期金额 0

元、上期金额 0 元，“利息收入”本期金额

12,501,462.41 元、上期金额 16,359,446.39 元。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1、上海飞科个人护理电器有限公司 

2、芜湖飞科电器有限公司 

3、芜湖飞科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4、浙江飞科电器有限公司 

5、飞科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6、深圳飞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九、在其他主

体中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