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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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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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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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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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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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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3,542,141,915.03 3,257,725,020.20 8.73% 3,071,545,48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8,838,723.68 148,696,982.15 -13.35% 172,738,92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728,430.79 142,610,388.37 -33.58% 142,556,21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12,026.16 140,802,998.71 -81.88% 107,125,052.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11.90%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42 -11.90%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6% 6.73% -0.87% 8.0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5,219,894,983.73 4,664,177,532.10 11.91% 4,335,261,666.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49,631,761.86 2,220,736,819.82 -3.20% 2,208,813,966.0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860,483,242.18 763,905,124.01 886,978,480.92 1,030,775,067.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340,845.08 32,026,414.57 27,916,946.28 20,554,51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226,802.06 30,954,524.09 27,543,784.29 -996,679.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47,018.75 55,217,448.58 1,439,890.95 72,501,7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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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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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16,005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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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总数 东总数 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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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0,000 

陈合林 境内自然人 7.47% 26,177,000 19,632,750 质押 22,550,000 

陈灵巧 境内自然人 4.73% 16,582,500 12,436,875 质押 1,65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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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6% 9,6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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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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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1.67% 5,840,000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27% 4,435,602  质押 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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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8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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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9年经营情况回顾 

  2019年，全球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国际经贸环境复杂，中美贸易战升温，影响到了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在经济形势较为紧

张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5.42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8.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9亿元，同

比下滑13.35%。2019年公司智能制造业务实现销售收入3.48亿元（不含内部销售），同比2018年增长约31.11%。 

（一）炊具、小家电及家居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在炊具、家电及家具传统行业上，公司通过产品创新，稳定行业领导地位，通过国际市场扩展，让爱仕达走向

国际化道路。通过研发、引进新技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拓宽国际市场辊涂产品线，提升产品竞争力，占领经济型产品
市场；同时不断提升产品的标准化、体系化、主题化，进一步提升爱仕达产品的竞争力；积极拓展自有品牌客户，构建国际

营销网络，推动外销销售提升。 

（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领域实现销售收入3.48亿元（不含内部销售），同比2018年增长约31.11%。 

  公司在应用推广上进展顺利，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现有的关键产品恒力砂带机和恒力抛光机均内置
力值和位移传感器，通过高速计算CPU进行力位实时补偿、自动电子纠偏、自动砂带断裂检测等模块，结合3D视觉检测技

术、工业物联网及边缘计算平台和智能工厂远程监控运维，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应用在高铁、轻轨制造、机械制造、五金制
造领域。同时积极扩充有智慧工厂总包整体解决方案经验的研发和实施团队，为将来的业务拓展和实施提供了人才保障。 

  公司孙公司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2019年成功进入酒业、医疗行业和新能源行业，主要客户有：今世缘、口子酒、
洋河集团、汾酒集团、东富龙、和黄药业、华润双鹤集团、蜂巢能源、今天国际、科大智能、山东兰剑等。核心技术为：全

封闭桁架系统、酒业装帧应用系统、直角坐标智能拣选系统、机器人快速换模系统、智能3D拆码系统和机器人全封闭轨道

系统。 

  公司孙公司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鲁馨”）2019年在黑色金属高精度打磨技术与复合材料、碳纤维材料

打磨技术领域取得阶段性突破，这两项技术可应用在飞机、高铁、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其中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索鲁馨已为

特斯拉提供多台协作式机器人去毛刺系统，用于特斯拉变速箱及离合器壳体拓的去毛刺。索鲁馨目前主要客户：江苏云海、

宁波华朔、上海五腾、旭升股份。 

  2019年，公司孙公司上海三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结合运动控制技术在涂装、洁净室自动化等方面获得突破，目前产品包括

洁净液晶机器人、洁净半导体机器人工作站、洁净室专用超精密模组、超精密电缸、超精密扁平DDR等模块化系列单元，

产品应用于5G电子、新材料、液晶、半导体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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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孙公司杭州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将钱江机器人及焊接、折弯、搬运应用在电梯、厨电、教育、汽配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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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474,733.42 94,929,105.01 21.36% 20.08% 34.08% 2.23% 

炊具 2,735,215,546.21 1,124,505,214.87 41.11% 4.89% 3.4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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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及原因 

 （1）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和《关于修订印发

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

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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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列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

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年末

余额33,563,801.41元，“应收账款”上年年

末余额809,651,140.05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年末

余额92,118,959.22元，“应付账款”上年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

票据”和“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6,250,325.39元，“应收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585,948,979.60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
票据”和“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上年

年末余额48,062,820.63元，“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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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余额656,815,293.86元。 上年年末余额380,753,859.82元。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

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

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

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本公司将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

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以按照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的规定调整后的上年年末余额为基础，执行上

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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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 母公司 

（1）因报表项目名称变更，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负债）”重分类至

“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1,258,030.64元，交易性金融资

产增加1,258,030.64元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减少1,258,030.64元，交易性金融

资产增加1,258,030.64元 

（2）其他流动资产中理财产品重分类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120,500,000.00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增加120,500,000.00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83,500,000.00元，交易

性金融资产增加83,500,000.00元 

（3）非交易性的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45,727,425.12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36,807,525.12元，其
他综合收益减少7,581,915.00元，递延所得税

资产增加1,337,985.00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36,720,000.00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27,800,100.00元，其
他综合收益减少7,581,915.00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1,337,985.00元 

（4）将部分“应收票据”重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

具）” 

应收票据：减少33,563,801.41元，应收款项
融资：增加33,563,801.41元。 

应收票据：减少6,250,325.39元，应收款项
融资：增加6,250,325.39元。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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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0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浙江爱仕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孙公司上海爱仕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6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上海爱仕达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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