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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08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19-015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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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声明 

公司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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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024,05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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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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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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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shen@robam.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深耕精耕厨房领域，精心专注于厨房电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综合服务的拓建，提供包括

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蒸箱、烤箱、洗碗机、净水器、微波炉、集成灶、净化水槽等家用厨房电器

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千万家庭创造更高品质的厨房新生活。经过40年的发展与壮大，老板电器现已成为中

国厨房电器行业发展历史最悠久、市场份额最高、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公司取得了吸油烟机21年国内销

量第一，吸油烟机连续四年全球销量第一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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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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7,424,885,274.14 7,017,397,057.99 5.81% 5,794,897,867.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73,579,665.62 1,461,213,518.63 0.85% 1,206,833,87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90,626,550.21 1,406,448,536.49 -1.12% 1,147,130,26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8,960,311.29 1,272,482,554.23  18.58% 1,545,448,492.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5 1.54 0.65% 1.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5 1.54 0.65% 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0% 31.66% -5.26% 33.3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9,455,361,508.83 7,926,615,151.63 19.29% 6,415,202,50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45,384,387.57 5,260,800,800.91 14.91% 4,128,555,1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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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941,726.40 1,904,720,839.07 1,897,226,702.39 2,030,996,00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2,020,313.43 358,319,192.63 351,293,563.34 461,946,59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3,208,679.16 343,256,485.65 336,073,868.06 458,087,517.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8,743,862.18 563,044,165.80 78,122,615.75 309,049,6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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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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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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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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 100,523,78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其他 1.53% 14,474,717    

沈国英 境内自然人 1.29% 12,24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1.05% 9,95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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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巴黎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4% 7,994,993    

杭州银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7,0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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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6,25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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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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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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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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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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地产调控对厨电行业的影响日趋显现，厨电行业整体低迷。

根据中怡康零售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主要厨房电器产品吸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零售额增长率分别

为-11.71%、-10.68%、-20.08%，均呈现了近年来少有的下降态势。面对行业整体发展压力，公司作为厨电

行业龙头企业，上下一心、努力拼搏，公司主力产品零售量和零售额的增长均明显优于行业平均增长幅度，

保证了业绩的平稳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24,885,274.14元，同比增长5.81%；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3,579,665.62元，同比增长0.85%。根据中怡康零售监测报告显示，截止2018年

底，公司主力产品吸油烟机零售量、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9.76%、26.62%，燃气灶零售量、零售额的

市场份额分别为17.56%、23.89%，嵌入式蒸箱零售量、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6.32%、33.80%，嵌入式

微波炉零售量、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5.03%、44.05%，均持续保持行业第一；嵌入式消毒柜零售量、

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14.73%、23.22%，位列行业第二；嵌入式烤箱零售量、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27.65%、26.13%，嵌入式洗碗机零售量、零售额的市场份额均为9.29%，均位列行业第三。 

2018年，营销板块确立了“一切为了增长，一切服务增长”的工作原则，齐心协力确保公司业绩增长。

零售，在面对一二线城市KA下降的不利情况下，加大对三四线城市的开拓，新增城市公司68家，新建专

卖店535家，截止2018年底共有城市公司155家，专卖店增至3258家。创新，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橱柜家

装等渠道开展合作，已与欧派、索菲亚、齐家网、东易日盛等签订了战略合作。电商，在网络购物新形势

下，及时调整产品策略、优化费用效率，提升经营质量。结合线上线下融合的形势，积极推进新零售模式

的开展，盘活存量客户。工程，密切跟进恒大、碧桂园、万科等战略客户的变化，以差异化的产品满足不

同楼盘的需求，中央吸油烟机这款别具一格的产品为工程渠道战略客户开拓给予了强大的助力。根据奥维

房地产精装修月度监测数据，“老板”品牌吸油烟机市场份额为40%，位居行业第一。海外，推广模式日益

清晰，已实现亚太澳新全覆盖，“老板”品牌海外高端形象成功落地，国际化影响力有效提升。 

2018年，技术板块严格贯彻公司技术驱动的发展战略，在新品类拓展、技术形态突破、技术开发效率、

技术预研应用、国家标准制定上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全年共申请专利481项，其中发明专利106项；共获

得专利授权313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公司重点开展蒸箱研究，成立烹饪体验中心和蒸文化研究院，以“传

承和弘扬中国优秀的烹饪与饮食文化，满足国人对健康营养和烹饪效率的品质生活需求”为职责和使命，

填补了蒸在食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公司产品荣获国内国际各类奖项，吸油烟机5610同时荣获“中国外观

设计金奖”、“2018年德国iF设计奖”和“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三个奖项；吸油烟机8231S、8332，燃气灶

9B30C、消毒柜825、中央吸油烟机等五款产品齐获“德国红点产品设计奖”。吸油烟机5900S、烤箱R026

分别荣获“艾普兰奖——产品奖”、“艾普兰奖——设计奖”。 

2018年，生产板块以打造家电行业制造标杆为目标，围绕“行业第一供应链体系”、“工艺、品质行业

领先的保障体系”、“高效管理的制造工厂”三大方向开展工作。通过提升供应商A级达标率、过程质量精

益化管理，持续提升全流程质量和控制能力；系统性建立采购成本战略及供应商开发；实现重点产能建设，

完成洗碗机、烤蒸一体机、中央吸油烟机产能建设；推进产销准时化系统建设；深化提质增效推进精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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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全年生产效率提升23%。 

2018年，品牌板块提出全新的品牌理念——创造中国新厨房，坚持塑造强科技、高端化、年轻化品牌

形象。通过和央视、人民日报、一线卫视等权威媒体合作，卡位占领传播制高点，再通过同时与地方电视

端、平面纸媒、以及各地交通媒体（高铁、机场、地铁等）合作，贴近消费者，全方位传播品牌升级形象。

品牌营销活动采用娱乐营销、体育营销等方式，让年轻消费者群体更了解品牌文化以及品牌形象。通过冠

名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与热门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中餐厅2》合作，增强品牌曝光度；借助世界杯

热门事件，打造“食界杯盛宴”，品牌高频曝光，实现与消费者深度互动；联合明星KOL创新玩法，发起

“全民call out”、“国潮行动”、“全民带饭季”等话题玩法，运用场景化、体验式的方式拉近品牌与消费者

的距离，进一步深化品牌年轻化形象。通过多维度的线上线下整合传播，加深消费者对老板品牌战略升级

的认知，强化行业领导品牌形象。 

2018年，名气公司以“做强县域、试点城市、深挖乡镇”为渠道推广核心思路；以“聚焦烟灶，稳步

拓展新品类”为产品推广模式，提升新品类配比率。2018年，新增网点2554家，其中专卖店1337家；截止

2018年底，共有一级经销商92家，省会城市网点257家，地级市网点1025家，县城专卖店、网点3161家，

乡镇网点4493家，样板乡镇农村联络站3600余家。品牌营销再升级，继续开展行之有效的爆炒节活动，参

与门店覆盖率从2017年的50%提高到2018年的80%。开展明星见面会，在双十一期间品牌代言人那英与消

费者零距离互动。江苏、广东、福建等销售大省，在省级电视台、高速公路投放广告，品牌知名度有较大

的提升。 

2018年，公司在公司治理、内部管理、成长性、股东回报等方面继续获得认可，荣获中国上市公司协

会“2017年度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证券时报第九届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天马奖“最佳董事

会奖”、“最佳新媒体运营奖”、“最佳董秘奖”、央广网“2018最值得投资者信任的上市公司卓越奖”，路演

中“第二届中国卓越IR最佳信批奖”。公司董秘荣获新财富“第十四届金牌董秘”，并因连续五届荣获金牌

董秘而进入“名人堂”。 

2018年，公司在资本运作、长期激励方面开展积极尝试。投资控股金帝智能，为公司以资本手段切入

新品类的首次尝试。公司完成第二期代理商持股计划和2018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激励

机制，大幅调动相关人员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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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吸油烟机 4,012,977,970.34 1,719,332,130.75 57.16% 5.00% 6.50% -1.05% 

燃气灶 1,792,008,723.86 803,819,821.76 55.14% -1.65% 0.2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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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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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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

关会计政策的议案》，鉴于2018年6月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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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对公司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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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金1.6亿元收购嵊州市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51%的股份，金帝智能至本报告期起纳入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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