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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0-032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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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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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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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电器 股票代码 0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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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刚 姜宇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592 号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发区临平大道

592 号 

电话 0571-86187810 0571-86187810 

电子信箱 wg@robam.com jy@robam.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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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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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元） 3,211,172,335.79 3,527,413,882.96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2,317,249.29 670,403,994.20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1,320,432.05 622,539,579.01 -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7,687,133.56 658,691,084.58 -3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5 0.71 -8.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5 0.71 -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4% 10.51% -1.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753,455,626.61 10,651,922,572.87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02,194,105.75 6,864,388,881.46 2.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8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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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68% 471,51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35% 136,218,189    

沈国英 境内自然人 1.29% 12,240,000    

杭州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9,451,985    

深圳果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果实资本－老板电器代理商持

股 2 期结构化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88% 8,311,1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2% 7,754,042    

杭州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7% 6,318,000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

公司－安本标准－中国 A 股股

票基金 

其他 0.65% 6,152,817    

任建华 境内自然人 0.62% 5,923,150 4,442,3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60% 5,685,8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股东杭州金创投资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任建华先生，自然人股东沈国英为任建华

之妻，上述股东存在行动一致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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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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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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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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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病毒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和居民消费造成严重冲击，厨房电器行业受到较大影响，整

体大幅度下滑。零售渠道，根据奥维线下零售市场监测月度数据报告（以下简称“奥维线下报告”）显示，厨房

电器主要品类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率分别为-28.0%、-27.1%、-31.1%，因疫情抑

制线下消费导致大幅下滑。线上渠道，根据奥维线上零售市场监测月度数据报告（以下简称“奥维线上报告”）

显示，厨电套餐、吸油烟机、燃气灶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率分别为-6.0%、7.2%、11.4%，线上成交模式使其

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工程渠道，根据奥维房地产精装修商品住宅市场半年监测数据分析报告（以下简称“奥

维精装修报告”）显示，精装修市场烟机配套项目规模同比减少33.4%，因疫情无法施工导致大幅下滑。 

疫情同样给公司带来了较大冲击与挑战，作为行业龙头，公司紧抓疫情防控工作并积极推动高效复工复产，

贯彻“勤练内功跨周期，稳中求进促增长”-强产品，抢市场的年度经营理念，二季度起各渠道表现同比均有大

幅改善，公司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211,172,335.79元，同比下降8.9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12,317,249.29元，同比下降8.66%，均明显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止2020年6月30日，根据奥维线下报告显示，公司主要产品品类线下零售额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地位如下表： 

吸油烟机 燃气灶 消毒柜 嵌入式电蒸箱 嵌入式微波炉 嵌入式一体机 嵌入式电烤箱 嵌入式洗碗机 

28.30% 25.60% 20.60% 33.70% 38.40% 31.30% 27.60% 9.50% 

1 1 2 1 1 2 2 4 

截止2020年6月30日，根据奥维线上报告显示，公司主要产品品类线上零售额的市场份额与市场地位如下表： 

厨电套餐 烟灶两件套 吸油烟机 燃气灶 嵌入式电蒸箱 嵌入式一体机 嵌入式消毒柜 嵌入式洗碗机 

26.40% 27.0% 15.70% 6.6% 24.0% 8.20% 8.3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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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4 2 3 3 4 

截止2020年6月30日，根据奥维精装修报告显示，“老板”品牌在精装修渠道市场份额为34.8%，稳居行业第一。 

2020年上半年，营销板块深化品牌高端定位，以客户为中心，以产品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各渠道相互

赋能，协同发展。零售渠道，坚持KA作为主推品牌阵地，完善产品体系搭建；加强专卖店直营、扁平化运营体

系建设，提高运营效率；开展新营销能力建设，打造社区运营、存量运营管理体系，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电

商渠道，围绕“深度品类运营，重构用户价值，强化品牌建设”思路，持续提升运营效率。优化第一品类结构，

提升二三品类配套率；关注新老用户体验，挖掘顾客价值；提升品牌自然搜索，强化品牌定位。工程渠道，与

头部地产商深度合作，不断优化产品与客户结构，实现各品类渗透率逐步提升，并进一步推广普及中央油烟机

CCS。创新渠道，与全屋定制公司以及家装公司头部企业全面合作，抢占流量平台，把握设计师团队，通过产品、

内容、活动持续赋能，挖掘渠道红利，抢占存量市场。海外渠道，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强化“全球

高端厨电领导者”定位，品牌国际化进程稳步提升，品牌全球影响力逐渐扩大。 

2020年上半年，技术板块将工匠精神运用到创新之中，在新品拓展、人才培养、技术专利、标准制定等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自主研发多款产品，丰富各品类产品梯队，不断优化各品类的外观设计、性能指标及用户

体验度，如推出三面拢吸大吸力油烟机5915S、双腔吸油烟机60X2；配备50道自动菜谱的48L黄金容量蒸烤一体

机CQ975；更符合中式烹饪清洗的洗碗机775A、776X等新品。集成吸油烟机5908S+90B8Z、双腔烤箱RQ035、洗碗

机W735荣获AWE2020艾普兰优秀产品奖。此外，不断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加速内部团队培养，完善技术人才梯

队建设。注重研发质量与研发效率，持续优化产品开发周期并提升产品上市成功率，储备智能化、集成化核心

技术，上半年共申请专利397项，其中发明专利122项，专利授权157项，其中发明专利8项。同时，主导《绿色

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家用洗碗机》标准制定，并参与《吸油烟机》、《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2项国家标

准；《智慧厨房》、《领跑者标准 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等6项团体标准以及《吸油烟机》浙江制造标准制定。荣

获“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定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20年上半年，生产板块专注厨电多品类制造能力提升，围绕“精品制造、精准交付、数据驱动”三大业

务核心。首先，深化智能制造建设与技术驱动，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载体深化智能制造，均衡产能布局，稳步

推进各品类产能建设，柔性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其次，建立具有综合竞争优势的成本管理机制，不断优化各

生产模块，追求质量零缺陷，强化过程质量提升，降低制造成本；通过整合供应链资源，推进供应链生态建设

实现采购降本规模提升。此外，打造敏捷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基于数据驱动的精益运营体系。持续提升生产端

自动化与信息化融合程度，实现项目端、采购端与供应商端的信息交互在线化，优化资源分配机制。茅山智能

制造科创园项目以及无人黑灯工厂生产车间改造项目顺利开展，建成后将推动产品迭代升级、制造智能升级，

夯实公司长期发展基础。 

2020年上半年，品牌板块全面升级“创造中国新厨房”理念，做最懂中式烹饪的中国高端厨房电器第一品

牌。从产品、渠道、文化、活动等多维度开展品牌体系建设，以“烟、灶、蒸、洗”四件套定义中国新厨房，

通过线上线下多重渠道传播推动中式烹饪生活变革；升级渠道品牌形象体系，提高终端门店新视觉形象覆盖率，

升级电商店铺视觉、电子场景手册2.0版；发布中式烹饪学院并邀请宋威龙担任代言人，构建家宴、向往厨房节、

厨房狂欢季、全面烹饪日主题活动，打造老板中式烹饪曲线，与八大菜系烹饪大师、城市餐厅等携手合作将经

典菜谱植入产品菜谱。持续与消费者互动，搭建用户全触点四大满意度体系，形成专项用户研究报告。担任《向

往的生活4》和《中餐厅4》美食创造官，诠释中式烹饪，打造中国味道；成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官方家用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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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供应商，支持亚运宣传推广工作，助力品牌亚运建设。 

2020年上半年，名气公司加大转型升级力度，对线下渠道进行分级管理，优化驱动效率，大力扩展线上渠

道，丰富渠道营销手段以及产品品类推广方式。金帝公司坚持品牌高端形象，聚焦渠道建设、门店运营、能力

提升，智能集成厨房生态产业化项目进展顺利，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集成化系列产品研发与生产能力。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股东回报等方面持续获得资本市场认可，荣获证券时报第十

一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中小板最佳董事会奖”、“中小板最佳新媒体运营奖”、“最佳投关公司大

奖”、“中小板最佳董秘奖”；第十四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中小板上市公司价值五十强”、“中小板上市公司

十佳管理团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杰出董秘奖”等奖项。公司将不断深耕厨房领域，助力长期价值投资。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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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

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

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准则。 

第五届董事会二次

会议 

详见说明 

说明：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将与履约义务

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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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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