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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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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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展晖

董事

个人原因

杨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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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813,437,76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送红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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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宝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05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芳欣

陈景山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龙洲路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龙洲路

电话

0757-25336206

0757-25336206

电子信箱

investor@donlim.com

investor@donli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属于小家电生产销售行业，主要的经营业务包括：生产经营电蒸汽熨斗、搅拌机、咖啡机、开水器、面包机等家
用电器产品， 水处理设备，机械设备，锂离子电池、镍氢电池、镍镉电池、动力电池（用于家电产品、数码产品，移动电
源）模具、电机、电路板等电器产品散件、零配件、塑料制品（国家限制、禁止除外），工程塑料、精密压铸件，从事产品
设计、模具设计、嵌入式软件设计、认证测试等服务。
公司所处的小家电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兴产业，目前市场化程度较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凭借成本、技术和产业配套等方面的优势，承接了全球主要的小家电订单，中国制造的小家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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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伴随着国内居民生产水平的提高，小家电产品以其轻巧灵便、新颖时尚的特点，逐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广
泛运用，小家电产品的功能和品种也日趋增多，国内市场不断扩大 。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西式小家电的销售。作为欧美生活必需品的西式小家电，全球市场对其刚性需求的基本属性并没有
改变。内销方面，时尚化、个性化、情趣化的小家电产品在国内逐渐流行，未来国内小家电的市场需求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阶
段。后金融危机时机，国际品牌商和零售商风险意识显著提升，与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关系更加紧密，新的供销关系的变化
将有利于行业龙头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面对日益增大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人力成本不断上涨等压力，行业将加速
洗牌，产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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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8,222,302,011.10

6,985,340,694.21

17.71%

6,307,515,93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023,879.76

430,989,970.33

-5.33%

283,521,83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2,054,687.16

412,362,398.35

-7.35%

272,404,607.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1,923,168.66

956,010,825.75

-51.68%

761,630,44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21

0.5770

-11.25%

0.49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21

0.5770

-11.25%

0.49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2%

17.20%

-5.28%

12.5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6,652,705,046.70

5,435,127,668.07

22.40%

4,629,668,79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30,387,811.66

2,657,491,052.13

40.37%

2,355,999,250.4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749,343,028.90

2,047,646,239.20

2,379,044,771.43

2,046,267,97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865,717.38

129,571,678.58

138,149,528.79

76,436,95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9,593,682.89

119,527,588.58

131,042,466.91

71,890,94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777,165.13

414,823,714.07

208,811,154.15

24,065,465.57

营业收入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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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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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5,7541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5,2852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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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2.43%

345,139,879

344,818,941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6%

203,813,682

180,263,682

海通资管-新宝股份 1 号定向资产管
其他
理计划

1.66%

13,500,000

0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粤财信
托－粤财信托·浦发绚丽 5 号结构化 其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

10,918,228

10,918,22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6%

10,273,341

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
其他
型证券投资基金

0.89%

7,200,976

0

上海中汇金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中汇金锐定增 3 期私募投资基金

0.82%

6,696,430

6,696,430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2%

6,645,600

6,645,600

周雪钦

境内自然人

0.82%

6,645,470

6,645,470

0.82%

6,645,470

6,645,470

国有法人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豪
其他
精选定增 1 号私募基金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101,510,000

质押

6,645,4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永华实业有限公司持有东菱
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和东菱电器集
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郭建刚先生。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注：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29 日收市后，公司股东总户数(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为 15,754 户，股东总户数（合并融资融
券信用账户）为 16,203 户。
2 截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收市后，公司股东总户数(未合并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为 15,285 户，股东总户数（合并融资融券
信用账户）为 15,726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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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态势良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6.9%,经济增速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
前列，经济稳中向好，宏观经济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面对日益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正确制定并
有效实施各项经营策略，带领全体员工顽强拼搏，努力奋斗，坚持“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成为全球知名的、最具竞争力的小
家电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通过技术创新、自动化建设及国内市场拓展等系列措施，提质增效，继续保持规模增长领先行
业水平，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得以提升。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22,230.20 万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17.71%；公司营业成本662,535.12万元，较2016年同期
增长18.76%，营业成本增速大于营业收入增速主要原因是受2017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
2017年，公司销售费用32,726.51万元，同比上升9.96%；管理费用68,478.55万元，同比上升15.48%，其中研发投入27,010.00
万元，同比增长28.83%；财务费用7,550.41万元，同比上升206.15%,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上升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受人民币兑
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汇兑损失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172万元。
2017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48,440.97万元，较2016年同期下降13.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802.39万元，
较2016年同期下降5.33% ；基本每股收益为0.5121元，较2016年同期下降11.25%；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92%，较2016
年同期减少5.28个百分点。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1）2017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较大影
响。其中公司2017年财务费用中的汇兑损失8,506万元，2016年汇兑收益8,666万元，汇兑损失同比增加17,172万元；（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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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母公司按15%的税率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3）2017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使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
2017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6,192.32万元，较2016年同期下降51.68%，主要是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所
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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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电热类厨房电器 4,199,532,821.62

238,744,001.93

18.23%

14.66%

-17.28%

-1.59%

电动类厨房电器 2,019,292,433.30

114,797,044.59

22.16%

16.36%

-16.06%

-1.80%

76,907,979.39

15.43%

53.81%

10.95%

-0.26%

家居电器

1,352,819,6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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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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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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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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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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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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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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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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示持续经营净利润本年金额409,640,180.22元；列示终
润”。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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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
其他收益：20,728,979.00元
计入营业外收入
（3）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项目，将部分原列示为“营
业外支出”的资产处置损失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项目。比较数 营业外支出减少1,290,768.88元，重分类至资产处置收益
据相应调整

2、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未发生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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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市友创喷涂电化有限公司

原因
购买

经广州市友创喷涂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友创喷涂”）于 2017 年 1 月 9 日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原股东卢嘉贤将其占
友创喷涂注册资本 50%的股权，共 25 万元出资额以 565 万元全部转让给新宝股份，同意原股东杜锡祥将其占友创喷涂注册
资本 40%的股权，共 20 万元出资额以 452 万元转让给新宝股份、将其占友创喷涂注册资本 10%的股权，共 5 万元出资额以
113 万元转让给卢桐杰。新宝股份在 2017 年 1 月 16 日以货币资金全部缴足出资额，并实际上控制了友创喷涂的财务和经营
政策，享有相应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风险，2017 年 1 月 16 日确定为购买日，从购买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八、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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