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苏泊尔 股票代码

00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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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继德 董轶凡

电话

0571－86858778 0571－86858778

传真

0571－86858678 0571－86858678

电子信箱

yjd@supor.com dyifan@supor.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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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012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2011

年

营业收入（元）

8,383,249,626.61 6,889,460,447.50 21.68% 7,125,653,01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8,509,160.46 469,139,044.47 25.44% 475,640,16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9,145,466.45 450,483,731.11 30.78% 434,987,755.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7,991,877.50 857,330,477.77 -31.42% 219,233,865.4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927 0.739 25.44% 0.74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927 0.739 25.44% 0.7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8.54% 16.24% 2.3% 18.38%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2011

年末

总资产（元）

5,737,469,958.54 4,960,254,989.12 15.67% 4,392,276,28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18,850,290.60 3,032,744,003.43 9.43% 2,768,635,583.32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30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股东总数

1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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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 INTERNATIONALE S.A.S

境外法人

71.38% 452,832,233 285,739,740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8% 74,703,631 0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3% 10,350,000 0

UBS AG

境外法人

1.08% 6,879,432 0

法国巴黎投资管理亚洲有限

公司

－

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59% 3,750,000 0

苏显泽 境内自然人

0.49% 3,088,702 518,592

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

境外法人

0.39% 2,502,954 0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

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467,606 0

华泰证券

－

招行

－

华泰紫金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448,246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019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1,97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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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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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8,255,879,236.84元， 较上年同期数增长1,451,723,222.35元，增幅21.34%，主要受

益于电器产品销售的增长。公司主营业务成本5,851,498,549.48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055,190,336.42元，增幅22.00%。主营

业务毛利率29.12%，较上年同期下降0.39%，主要系产品及客户结构变化影响所致。

2、 收入

分行业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炊具

3,548,085,202.35 2,994,739,222.19 18.48%

电器

4,682,068,642.42 3,776,615,345.32 23.98%

橡塑

25,725,392.07 32,801,446.98 -21.57%

小计

8,255,879,236.84 6,804,156,014.49 21.34%

分产品

电锅类

2,224,869,029.62 1,801,106,293.52 23.53%

套装锅

905,269,756.01 773,218,549.19 17.08%

料理电器

685,925,608.22 684,671,952.04 0.18%

分地区

内销

5,261,311,410.96 4,539,325,113.27 15.91%

外销

2,994,567,825.88 2,264,830,901.22 32.22%

小计

8,255,879,236.84 6,804,156,014.49 21.34%

公司

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8,383,249,626.61

元，与上述主营业务收入

8,255,879,236.84

元有所差异，主要原因是上述收入未

包括其他业务收入

127,370,389.77

元。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元）

2,855,433,574.5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

）

34.06%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元）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

）

1

客户

1 2,393,715,584.50 28.55%

2

客户

2 166,714,238.09 1.99%

3

客户

3 143,793,959.77 1.72%

4

客户

4 82,758,679.57 0.99%

5

客户

5 68,451,112.63 0.81%

合计 ———

2,855,433,574.56 34.06%

3、成本

行业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炊具行业 主营业务成本

2,391,958,924.49 39.93% 2,025,728,023.13 41.48% 18.08%

电器行业 主营业务成本

3,438,565,835.42 57.4% 2,743,508,568.00 56.18% 25.33%

橡塑行业 主营业务成本

20,973,789.57 0.35% 27,071,621.93 0.55% -22.52%

小计

5,851,498,549.48 97.68% 4,796,308,213.06 98.21% 22%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

）

电锅类 主营业务成本

1,613,365,192.61 26.93% 1,311,925,954.84 26.86% 22.98%

套装锅 主营业务成本

712,561,810.90 11.89% 613,507,827.08 12.56% 16.15%

料理电器 主营业务成本

507,289,629.24 8.47% 508,941,601.22 10.42% -0.32%

公司2013年发生营业成本5,990,546,429.84元，与上述主营业务成本5,851,498,549.48元有所差异，主要原因是上述成

本未包括其他业务成本139,047,880.36元。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684,828,812.06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

12.73%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1

供应商

1 169,351,149.79 3.15%

2

供应商

2 152,764,091.48 2.84%

3

供应商

3 146,572,104.16 2.72%

4

供应商

4 129,413,251.90 2.4%

5

供应商

5 86,728,214.73 1.62%

合计 ———

684,828,812.06 12.73%

4、费用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占比增减

(%)

同比增减

（

%

）

金 额

占收入比重

(%)

金 额

占收入比重

(%)

财务费用

-11,788,240.66 -0.14% -3,584,309.11 -0.05% -0.09% -228.88%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3,211.97 0.00% -146,036.97 0.00% 0.00% 191.22%

投资收益

7,951,619.32 0.09% 1,765,518.66 0.03% 0.07% 350.38%

营业外支出

35,761,868.15 0.43% 13,543,682.41 0.20% 0.23% 164.05%

所得税费用

107,716,186.74 1.28% 78,007,085.65 1.13% 0.15% 38.09%

变动原因说明如下：

1

、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

228.88%

，主要由于本期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不大，汇兑损失大幅减少，且银行存

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2

、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91.22%

，主要由于本期远期结汇收益影响所致。

3

、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350.38%

，主要由于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及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增长

所致。

4

、本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上升

164.05%

，主要由于本期与九阳股份的未决诉讼计提的预计负债增加及对外捐赠

增加所致。

5

、本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

38.09%

，主要由于本期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5、研发支出

公司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研发满足厨房需求、符合当地饮食生活习惯的差异化产品。公司注重研发投入，积极

推进技术创新，进一步开拓产品品类和增加产品附加值。公司尊重消费者体验，关注消费者使用中的每一个细节，做

到安全、环保、便捷和时尚。本年度研发支出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营业收入的 7.06%、3.14%。

6、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同比增减（

%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492,668,366.39 8,048,309,934.69 17.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904,676,488.89 7,190,979,456.92 23.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7,991,877.50 857,330,477.77 -31.4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49,349,823.21 1,279,579.57 66,277.26%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64,574,770.43 914,814,295.69 2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15,224,947.22 -913,534,716.12 65.49%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9,506,175.97 173,175,600.00 20.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9,506,175.97 -173,175,600.00 -20.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452,175.42 -233,528,707.18 121.6%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1.42%，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65.49%，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流入量中包含收回理财产品、定期

存款本金及利息所致。

3、本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上升121.60%，主要原因如前所述。

二、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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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分行业

炊具行业

3,548,085,202.35 2,391,958,924.49 32.58% 18.48% 18.08% 0.23%

电器行业

4,682,068,642.42 3,438,565,835.42 26.56% 23.98% 25.33% -0.8%

橡塑行业

25,725,392.07 20,973,789.57 18.47% -21.57% -22.52% 1%

小计

8,255,879,236.84 5,851,498,549.48 29.12% 21.34% 22% -0.39%

分产品

电锅类

2,224,869,029.62 1,613,365,192.61 27.48% 23.53% 22.98% 0.32%

套装锅

905,269,756.01 712,561,810.90 21.29% 17.08% 16.15% 0.63%

料理电器

685,925,608.22 507,289,629.24 26.04% 0.18% -0.32% 0.37%

分地区

内销

5,261,311,410.96 3,482,575,455.75 33.81% 15.91% 14.8% 0.64%

外销

2,994,567,825.88 2,368,923,093.73 20.89% 32.22% 34.4% -1.28%

小计

8,255,879,236.84 5,851,498,549.48 29.12% 21.34% 22% -0.39%

1、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1.34%，其中炊具及电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18.48%、23.98%，主要是

得益于国内外市场环境好转，电器、炊具订单增加所致；

2、2013年主营业务产品总体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0.39%，其中电器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0.80%，主要由于

产品、客户结构变化所致。

三、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比重增减

（

%

）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

）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

）

货币资金

1,405,405,891.78 24.5% 1,115,082,323.65 22.48% 2.02%

应收账款

655,589,352.03 11.43% 667,350,323.53 13.45% -2.02%

存货

1,325,378,544.29 23.1% 1,073,369,840.57 21.64% 1.46%

长期股权投资

44,495,224.65 0.78% 41,365,518.66 0.83% -0.05%

固定资产

893,776,421.04 15.58% 883,280,538.15 17.81% -2.23%

在建工程

61,803,487.53 1.08% 70,351,646.97 1.42% -0.34%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

减值

本期购买金

额

本期出售金

额

期末数

金融资产

上述合计

0.00 0.00

金融负债

146,036.97 133,211.97 12,825.00

四、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卓越的产品创新能力

苏泊尔长期以来专注于炊具及厨房小家电领域的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 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有着敏锐的观察

和科学的研究，通过系统化的产品创新体系，一直源源不断的向市场提供创新产品。

苏泊尔推出了中国第一口安全压力锅；推动了炒锅品类在中国的换代；引导了电饭煲内胆升级。近年来，苏泊尔

推出的真不锈炒锅、红火点炒锅、巧易开压力锅、球釜电饭煲、长板电磁炉、原汁机等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热捧。根据第

三方的监测数据，苏泊尔的炊具业务长期以来一直稳居市场第一；小家电业务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磁炉等主要品类

稳居市场第二。

2、 稳定的经销商网络

苏泊尔拥有稳定的经销商团队，长期以来苏泊尔与经销商保持着良好的互利合作关系。相对较高的网点覆盖率

和覆盖密度确保了苏泊尔产品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消费者手中。

3、 强大的炊具与小家电研发与制造能力

苏泊尔目前拥有五大生产基地，分布在玉环、武汉、杭州、绍兴及越南。其中，武汉基地是目前全球单体产能最大的

炊具研发、制造基地，绍兴基地的小家电制造能力也居全国前列。强大的基地研发制造能力和优质的研发团队强有力

的保证了苏泊尔的产品品质和创新能力。

4、 与SEB的整合协同效应

苏泊尔与法国SEB的战略合作开始于2006年， 目前SEB集团拥有71.38%的苏泊尔股份。SEB集团拥有超过150多年

历史，压力锅、煎锅、榨汁机、电水壶、电炸锅等10大品类市场份额居全球第一。苏泊尔与SEB的强强联合，不仅能为苏

泊尔每年带来稳定的出口订单，帮助苏泊尔大幅提升整体规模与制造能力；同时，双方在研发、管理等诸多领域的深

入合作，必将进一步提升苏泊尔的核心竞争力。

五、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2014年，欧美经济出现改善迹象，国内宏观经济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长远看，政府将积极推进城镇化建

设、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必将极大的推动内需的增长。

苏泊尔将坚定不移的贯彻既定的战略路线，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出更多适合中国消费者烹饪需求

的创新性产品，持续扩大成熟品类的市场份额；同时积极推进新品类战略，不断扩大新业务的销售占比。

同时，苏泊尔将充分利用SEB的整合优势，借助SEB在非厨电领域的竞争优势，稳步推进非厨电业务项目。

苏泊尔将抓住三四级市场发展机遇，通过推出更多更好的三四级市场产品，强化三四级市场网点布局覆盖，不断

推进三四级市场开拓。

苏泊尔将持续加强品牌建设，不断的提升苏泊尔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在出口业务上，苏泊尔将继续加快推动SEB产品订单的转移。尤其在小家电领域，苏泊尔将通过SEB订单的转移，

汲取与借鉴SEB成熟产品和技术，快速提升苏泊尔在小家电领域的竞争力。

5、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苏显泽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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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或“苏泊尔” ）董事会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拟作废股票期

权共计1,581,888份，并拟以0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40,672股。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办

理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的具体事宜。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原因、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

1、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审〔2014〕816号《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公

司2013年内销收入为5,388.68百万元，内销营业利润为 415.27� �百万元。根据《公司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改稿）》（以下简称“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四章第一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之第（六）款第2项

“股票期权的行权考核指标” ，以及第四章第二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之第（六）款第2项“限制性股票的解锁考

核指标” 所规定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条件，上述两项指标均未达到2013年度股权激励考核指标

预设最小值(分别为5,550百万元、420百万元)。因此，根据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六章第一条“公司的权利与义

务”之第（一）款的规定，公司对所有激励对象获授的在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额度予以作废（占激励对象

获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20%），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额度以每股0元的价格回购并注销（占激励对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20%）。

2、鉴于激励对象王振刚、左祥贵和马良等3人因个人原因发生离职，根据《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七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须对其尚未达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作废

（占其获授的股票期权总量的70%），尚未达成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以0元回购注销（占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70%）。

经上述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数量变动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上期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

（份）

本期未达成考核指标

作废股票期权（份）

因离职作废的

股票期权（份）

剩余尚不能行权的

股票期权（份）

上期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

（股）

本期未达成考核指标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股）

因离职回购注

销的限制性股

票（股）

剩余尚不能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股）

1

苏显泽 董事长

332,640 73,920 258,720

218,592 48,576 170,016

2

徐波 财务总监

247,104 54,912 192,192

171,072 38,016 133,056

3

叶继德 副总裁、董秘

142,560 31,680 110,880

76,032 16,896 59,136

4

其他激励人员

5,464,800 1,214,400 206,976 4,043,424

1,701,216 378,048 59,136 1,264,032

5

合计

6,187,104 1,374,912 206,976 4,605,216

2,166,912 481,536 59,136 1,626,240

综上，公司拟作废股票期权共计1,581,888份，并拟以0元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共计540,672股。

二、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02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540,672

占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总数量的比例

22.46%

占总股本比例

0.0852%

回购单价（元）

0

回购资金总额（元）

0

资金来源 不适用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注

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帮我份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95,496,002 46.58% 540,672 294,955,330 46.53%

1

、国家持股

0.00%

2

、国有法人持股

0.00%

3

、其他内资持股

7,046,912 1.11% 437,184 6,609,728 1.04%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7,046,912 1.11% 437,184 6,609,728 1.04%

4

、外资持股

285,739,740 45.04% 285,739,740 45.08%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285,739,740 45.04% 285,739,740 45.08%

境外自然人持股

0.00%

5

、高管股份

2,709,350 0.43% 103,488 2,605,862 0.4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38,898,110 53.42% 338,898,110 53.47%

1

、人民币普通股

338,898,110 53.42% 338,898,110 53.47%

三、股份总数

634,394,112 100% 540,672 633,853,440 1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

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认为： 鉴于公司2013年度内销收入值及内销营业利润值均未达到考核指标的预设最小

值，未能满足公司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条件，且激励对象王振刚、左祥贵和马良等3人发生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我们同意公司根据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规定，对所有激励对象在该行权期可获得行权的股票期权予以作废，在该解锁期可获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予以每股0元回购注销，同意公司对王振刚、左祥贵和马良等3人的剩余获授的但未达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予以作

废，剩余未达成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0元回购注销。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 1.公司2013年度内销收入值及内销营业利润值均未达到考核指标的预设最小值，未

能满足公司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及第二个解锁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

同意公司对激励对象在该行权期可获得行权的股票期权予以作废， 在该解锁期可获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每股0

元回购注销。2.鉴于激励对象王振刚、左祥贵和马良等3人已经辞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对王振刚、左祥贵和

马良等3人的剩余获授的但未达成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予以作废，剩余未达成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予以0元回购注

销。公司本次关于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程序符合公司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

七、律师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苏泊尔本次对部分股票期权予以作废及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的事项符

合《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为合法有效；本次苏泊尔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予以作废及对限制性股票

予以回购注销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苏泊尔本次作废的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额符合《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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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可解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201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数量为554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87%，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554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87%，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2014年12月17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3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2、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或“中国证监会” ）的反馈意见，公司修改了《公司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形成草案修改稿，并于2013年10月10日经证监会审核无异议。2013年10月11日，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 ）。

3、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3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1、为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完成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实际购买公司股票5,720,205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902%；实际使用资金总额为86,627,810.74元；起始时间为2013年11月6日，终止时间为2013年12月

5日。

2、鉴于近期公司部分激励对象发生离职，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同时，公司股票回购出现205股多余

股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3年12月1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经本次

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应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由5,800,000股调整为5,720,205股，其中首次拟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

由114人减少为111人，首次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由562万股调整为554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将由180,

000股增加至180,205股。

3、2014年3月2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议案》， 同意111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第一期解锁数量为554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87%，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554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87%，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2月17日。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一）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序号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

（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

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③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②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③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

④

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

件。

3

2013

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3%

。“净资产收益率”指的是公

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若公司在考核期内发生再融资行为，则

融资当年及以后年度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为计算依据。

2013

年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8.54%

，符合

2013

年公司的净资产收益

率不低于

13%

的业绩目标， 且公司在考

核期内未发生再融资行为，故满足解锁

条件。

4

当

2013

年度内销收入大于

4952

百万元， 内销营业利润大于

372

百万

元时，确定激励对象在解锁期可获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公司

2013

年内销收入为

5,388.68

百万元，

内销营业利润为

415.27

百万元； 根据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改稿）

第五章公司授予权益、激励对象解锁的

程序之规定，计算得出考核指标总完成

率为

100%

，故确定激励对象在本解锁期

100%

获得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

554000

股，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总量

的

10%

。

5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激励对象解锁

的前一年度绩效考核合格。

2013

年度，

111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

格，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薪酬及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的核实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

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公司业绩指标等其他解锁条件，

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11名

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共554000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

行）》、《股权激励备忘录1-3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

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111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满足，尚待董事会

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七、本次股权激励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12月17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554,000股，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总量的10%，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87%，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为554,0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87%。

3、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1名。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授予限制性股票

（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比

例

本期解锁限制性

股票（股）

1

苏显泽 董事长

300,000 5.24% 0.047% 30000

2

徐波 财务总监

240,000 4.20% 0.038% 24000

3

叶继德 副总裁、董秘

120,000 2.10% 0.019% 12000

4

其他激励人员

4,880,000 85.31% 0.769% 488000

5

预留部分

180,205 3.15% 0.028% -

6

合计

5,720,205 100% 0.902% 554,000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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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或“苏泊尔”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3月15日以邮件形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4年3月25日下午3: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以视频方式参加现场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苏显

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第四节，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2014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王平心先生、Frederic� BERAHA先生及Xiaoqing� PELLEMELE女士向公司董事会分别提交了 《独立

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三、审议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2014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摘

要》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403,832,785.80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40,383,278.58元，加上

期初未分配利润237,714,592.06�元，减去2013�年5�月17�日派发2012年度现金红利209,506,175.97元，年末实际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为391,657,923.31元。

经公司研究决定，拟以派发现金红利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180,205股尚未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参与利润分配。

因此，公司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634,394,112股扣除前述股份数后，应以股本634,213,907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送现金红利3.70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234,659,145.59元人民币。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鉴于本次董事会同时审议了《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该议案拟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540,672股。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33号：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第十三条

的规定，若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增股本

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在分配方案实施公告中披露按最新股本总额计算的分配比例。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关于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拟继续聘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SEB� S.A.签署2014年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先生、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Harry� Touret�先生、Vincent� Léonard

先生四位董事在SEB集团兼任高管职务，以上四位董事属于关联董事，在审议此议案时需进行回避。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是指对2012年6月实施的 《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改稿）》第二个行权期20%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由于未达成设定的业绩指标，根据《股票期权及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的规定对上述20%的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予以作废及回购注销。

《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公告》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本议案限制性股票解锁是指2013年10月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第一个解锁期10%的限制

性股票已达成设定的业绩指标，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改稿）》的规定对上述10%的限制性股票予以解

锁。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公告》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鉴于本次董事会同时审议《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拟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540,672股，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从634,394,112股减至633,853,440股，注册资本将由634,394,112元变

更为633,853,440元。因此，公司需要对《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作以下修改：

条 目 原 条 款 修 改 后 条 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

634,394,112

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

633,853,440

元。

第十九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634,394,112

股。 公司

成立时发起人股份为

6000

万股，………

.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633,853,440

股。 公司

成立时发起人股份为

6000

万股，………

.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34,394,112

股，经有关部

门批准后， 均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交易。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633,853,440

股，经有关部

门批准后， 均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交易。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预案

同意提名苏显泽、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Frédéric� VERWAERDE、Harry� Touret、Vincent� Léonard、苏

艳 、 王宝庆、Frederic� BERAHA、Xiaoqing� PELLEMEL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其中王宝庆 、Frederic�

BERAHA、Xiaoqing� PELLEMELE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1、 《关于选举苏显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2、 《关于选举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3、 《关于选举Frédéric� VERWAERD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4、 《关于选举Harry� Touret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5、 《关于选举Vincent� Léonard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6、 《关于选举苏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7、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8、 《关于选举Frederic� BERAHA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9、《关于选举Xiaoqing� PELLEMEL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2、经审查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资料，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

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侯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外汇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14年3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苏显泽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中欧EMBA，工程师。2001年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2001年至2010年3月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苏显泽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088,702股。 同时， 苏显泽先生在公司第二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一

职，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先生：法国国籍，1954年出生， Paris� ESCP管理学硕士及特许会计师，33年工作经历，

为SEB集团服务18年。现任SEB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历任SEB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集团副总裁、家用及个人

护理电器部总裁、CALOR�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ALOR执行董事， 并先后担任CROISIERES� PAQUET的首席财务

官和执行董事，Coopers� &� Lybrand�审计经理等。

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集团担任董事长兼首席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处罚。

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法国国籍，1955年生， AUDENCIA� Nantes商学院学位，33年工作经历，为SEB服

务18年。现任SEB集团区域高级执行副总裁，执行委员会成员；历任SEB集团炊具部总裁、MERCOSUR(位于巴西)销售

营销总经理、产品总监兼出口总监等职。

Frédéric� VERWAERDE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 S.A.担任高管一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Harry� Touret先生：法国国籍，1955年生，经济及组织发展双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SEB集团人力资源及可持续

发展高级副总裁。在此之前，他是Aventis� CropScience公司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并同时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及董事会

董事之职。

Harry� Touret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 S.A.担任高管一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Vincent� Léonard先生：法国国籍，1962年生，毕业于ESSEC商学院，商业经济硕士学位，曾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担任了5年审计经理，此后在百事公司从事不同的工作长达20年之久，2013年3月加入SEB集团，任高级副总裁。

Vincent� Léonard先生在公司实际控制人SEB� S.A.担任高管一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

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艳女士：1971年生，大学学历。现任浙江苏泊尔药品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湖北

南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南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南洋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浙江苏泊尔橡塑制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苏泊尔集团副总裁。

苏艳女士在公司第二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一职，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王宝庆先生：男，中国国籍，1964年生，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中南财经

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学位（会计专业）。曾任浙江工商大学财会学院审计系主任，现任浙江工商大学现代

会计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审计学会副秘书长，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教授级高级会计师评审专家，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兼职教授。

王宝庆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Frederic� BERAHA先生： 男， 法国国籍，1952年生， 博士学位，2007年至今任昇智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至

2012年担任巴黎HEC商学院中国全资子公司总经理，2002年至2007年担任法国外交部法国驻华使馆科技文化参赞。

Frederic� BERAHA先生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Xiaoqing� PELLEMELE：女，法国国籍，1958年生，博士学位，2007年至今任法国巴黎大区工商会（原法国巴黎工商

会）法中交流委员会秘书长；1997年至2007年担任法国巴黎工商会国际部专员。

Xiaoqing� PELLEMELE女士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002032� � �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4-009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

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3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对部分获授的股票期权作废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议案》，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540,672股，由此公

司总股本将从634,394,112股减至633,853,440股。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 2014�年 3月27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32� � �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2014-010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2014年4月24日召开公司2013年年

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集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4日上午9：00开始

3、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会议室

4、会议投票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4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上述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审议《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审议《201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审议《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审议《关于续聘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关于公司与SEB� S.A.签署2014年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但不作为议案表决。

9、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苏显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Thierry� de� La� Tour� d’ Artais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苏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选举Frédéric� VERWAERD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5)审议《关于选举Harry� Touret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审议《关于选举Vincent� Léonard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审议《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审议《关于选举Frederic� BERAHA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审议《关于选举Xiaoqing� PELLEMELE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独立董事侯选人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

东大会表决。

10、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Chia� Wahhock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Philippe� SUMEIRE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三、 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

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单位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委托书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4�年4月23日下午5：00�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

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登记时间：2014年4月23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

5、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证券部

四、特别提示

除公司已公告的董事、监事候选人之外，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以上的股

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日将新的董事、监事候选人提案书面提交给公司董事会，提名程序及被提名候选人应符

合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

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向董事会提供候选人的简历和基本情况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由董事会对提案进行审核，对于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讨论，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提案，不提交股东大会讨论，但在股东

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五、投票方式的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董事和监事，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和监事时，将分开进行。

股东所持有的选举董事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所持股数与9的乘积，股东可以将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任意一位董事

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9位董事候选人，但股东投给9位董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持股数与9的乘积，如

有超过的，该股东所投选票无效。

股东所持有的选举监事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所持股数与2的乘积，股东可以将表决权总数集中投给任意一位监事

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2位监事候选人，但股东投给2位监事候选人的表决权总数不得超过其所持股数与2的乘积，如

有超过的，该股东所投选票无效。

六、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继德 董轶凡

电 话：0571-� 8685� 8778� � � � � � � � �传 真：0571-� 8685� 8678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19层

邮编：310051

2、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

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

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续聘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与

SEB S.A.

签署

2014

年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8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9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董事会候选人（共

9

人），具体如下：

议案名称 投票数（票）

委托人 投 票 总 数

（票）

1)

《关于选举苏显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2

）

《关于选举

Thierry de La Tour d

’

Artaise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

） 《关于选举苏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

）

《关于选举

Frédéric VERWAERDE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5

）

《关于选举

Harry Touret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6

）

《关于选举

Vincent Leonard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7

）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8

）

《关于

Frederic BERAHA

选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9

）

《关于选举

Xiaoqing PELLEMELE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监事会候选人（共

2

人），具体如下：

议案名称 投票数（票）

委托人投票总数

（票）

1

）

《关于选举

Chia Wahhock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2

）

《关于选举

Philippe SUMEIRE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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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现根据贵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募集

资金2013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07年定向增发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下转B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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