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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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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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有公司总股本 625,721,3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3.50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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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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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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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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营业收入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6,985,340,694.21

6,307,515,932.29

10.75%

5,668,888,46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989,970.33

283,521,834.08

52.01%

213,349,31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362,398.35

272,404,607.83

51.38%

187,616,869.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6,010,825.75

761,630,447.84

25.52%

215,007,158.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01

0.4934

52.03%

0.37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01

0.4934

52.03%

0.37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0%

12.51%

4.69%

10.35%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资产总额

5,435,127,668.07

4,629,668,790.15

17.40%

4,378,925,27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7,491,052.13

2,355,999,250.42

12.80%

2,181,169,151.9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1,385,691,843.62

1,631,142,511.74

2,186,599,764.78

1,781,906,57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78,488.79

99,454,124.75

184,632,626.43

104,024,7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438,068.54

95,828,352.15

174,143,655.96

99,952,32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63,577.73

429,670,096.53

323,660,712.19

286,143,59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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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14,083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1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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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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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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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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菱凯琴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6.20%

265,492,214

265,245,339

东菱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9.09%

167,164,371

167,164,37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8%

7,902,57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0.70%

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通领先
其他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0.70%

3,999,639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541,089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0.41%

2,367,193

曾展晖

0.41%

2,347,26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复兴
其他
伟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39%

2,225,882

杨芳欣

0.31%

1,778,589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质押

1,760,451 质押

92,300,000

636,133

1,3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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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展晖先生是公司
的董事兼总裁，杨芳欣先生是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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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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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依旧低迷，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略有回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情况显著分化。中国国内生
产总值增速为6.7%,经济增速重回世界主要经济体第一，经济稳中向好，但基础尚不牢固，宏观经济的中速平衡增长将成为
新常态。面对错综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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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化建设等系列措施，提质增效，继续保持规模增长领先行业水平，盈利水平实现快速增长，行业龙头地位进一步得以提升。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8,534.07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10.75%；公司营业成本557,898.24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
长8.44%，与营业收入增速相匹配。
2016年，公司销售费用29,761.38万元，同比上升6.09%；管理费用59,299.25万元，同比上升9.81%，其中研发投入20,965.58
万元，同比增长12.62%；财务费用-7,113.00万元，同比下降12.32%。
2016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55,914.47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51.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99.00万
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52.01%。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拓宽产品线促进销售规模增长；创新产品比重提升及自
动化建设带来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2016年，公司实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5,601.08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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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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2,486,989.67

288,627,065.20

19.81%

2.05%

-0.69%

2.21%

电动类厨房电器 1,735,364,673.64

136,757,677.02

23.96%

7.77%

4.98%

2.02%

69,315,447.68

15.69%

13.69%

13.91%

-0.16%

家居电器

879,567,2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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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98,534.07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10.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099.00
万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52.01%。上述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拓宽产品线促进销售规模增长；创新产品比重提升及
自动化建设带来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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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 号），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
交易。本公司执行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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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税金及附加
（2）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调增税金及附加本年金额9,432,123.20元，调减管理费
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用本年金额9,432,123.20元。
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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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应交税费”科目下的“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待抵扣
进项税额”、“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值税留抵税额”等明细科目的借方
余额从“应交税费”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项目。

调增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64,559,123.18元，调增应交
税费期末余额64,559,123.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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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SETTO S.R.L.
GOOD CHEER LLC
2、本期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佛山市顺德区凯宝纸品有限公司

原因
公司在意大利新设
公司在美国新设

变更时间
2016年5月

变更前持股比例
55%

变更后持股比例
48.98%

2016年5月19日，佛山市顺德区凯宝纸品有限公司股东黄华钊增加注册资本172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1,572万元，新
宝股份持股比例由55.00%变为48.98%，自然人黄华钊持股比例由原45.00%变为51.02%。佛山市顺德区凯宝纸品有限公司由
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变更为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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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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