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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合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合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联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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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

860,483,242.18 819,970,406.39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48,340,845.08 43,032,876.13 1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

37,226,802.06 40,109,370.23 -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03,647,018.75 72,100,034.60 -243.75%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14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1.9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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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781,005,101.93 4,664,177,532.10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2,259,033,866.91 2,220,736,819.82 1.7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7,133.80

系处置固定资产产生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减免

4,963,140.51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社保返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

2,532,147.13

系政府补助产生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249,563.16

系处置理财产品收益产生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464,447.20

主要系罚款支出产生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66,489.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

-677,262.36

合计

11,114,043.0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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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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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7% 122,850,000 0

质押

77,800,000

陈合林 境内自然人

7.47% 26,177,000 19,632,750

质押

22,550,000

陈灵巧 境内自然人

4.73% 16,582,500 12,436,875

质押

16,582,500

陈文君 境内自然人

3.34% 11,700,000 0

质押

11,700,000

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10,764,000 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9,682,222 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2.63% 9,215,676 9,215,676

林菊香 境内自然人

1.94% 6,781,250 6,781,250

质押

6,781,250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1.65% 1,100,000 0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27% 4,435,602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12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850,000

陈文君

1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000

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

10,7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64,00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682,222

人民币普通股

9,682,222

陈合林

6,544,250

人民币普通股

6,544,250

林仁平

5,7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70,000

陈素芬

4,435,602

人民币普通股

4,435,602

陈灵巧

4,145,625

人民币普通股

4,145,625

李宏宇

2,203,991

人民币普通股

2,203,991

苏连香

1,97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07%

的股份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陈合林先生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 、林菊香女

士分别持有公司

7.47%

、

3.34%

、

4.73%

、

1.94%

股份 ，陈合林先生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 、林菊香女士又同时分别持有爱仕达集团

60%

、

20%

、

10%

和

10%

的股份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为陈合林先生及林菊香女士子女 ，四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合林先生持

有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公司

23.6%

的股份 ，为富创投资第一大股东 ；陈素芬女士持有公司

1.27%

的股份 ，为陈合林先生的妹妹 。 未

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

有 ）

林仁平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1,100,000

股外 ，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70,

000

股 ，合计持有

5,770,000

股 。 李宏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外 ，还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2,203,891

股 ，合计持有

2,203,991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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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0.00 1,258,030.64 -100.00%

期末远期结售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调整至 “衍生金融资产 ”列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0.00 45,800.00 -100.00%

衍生金融资产

3,170,315.60 0.00 100.00%

预付款项

127,664,776.01 59,975,686.22 112.86%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机器人因生产东部新区所需的大型设备而

预付采购款项所致

其他应收款

22,367,143.90 11,117,538.84 101.19%

主要系本期暂付款项及周转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56,583,605.67 165,042,224.64 55.47%

主要系认购的理财产品未到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45,727,425.12 -100.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 “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 ”列报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5,727,425.12 0.00 100.00%

短期借款

823,000,000.00 600,000,000.00 37.17%

系本期新增流动资金贷款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590,594.35 26,409,120.62 -40.97%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350,162.47 6,180,379.90 -61.97%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坏账准备从 “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至 “信

用减值损失 ”列报

信用减值损失

3,848,074.28 0.00 100.00%

其他收益

7,436,113.23 1,236,762.06 501.26%

主要系本期收到社保返还所致

投资收益

10,142,819.68 -497,705.81 -2137.91%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及远期结售汇合约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958,084.96 -406,510.76 581.68%

本期远期结售汇合约浮动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77,133.80 0.00 -100.00%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支出

755,532.38 1,680,488.06 -55.04%

主要系本期罚款支出减少所致

2、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647,018.75 72,100,034.60 -243.75%

主要系本期经营性支出及预付款项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026,201.89 -83,602,545.94 65.10%

主要系本期认购的理财产品未到期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

-1,196,492.89 -13,427,968.85 -91.09%

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3月5日，公司已完成股份回购，累计回购股份数量9,682,2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6%，最高成交价为

11.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75�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4,835,000.70元（含交易费用）。 具体详见2019年3月5日在《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实施完成的公告》。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0.00 1,958,084.96 0.00 0.00 95,200,000.00 2,792,280.00 3,170,315.60

自有资金

合计

0.00 1,958,084.96 0.00 0.00 95,200,000.00 2,792,280.00 3,170,315.6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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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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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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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638,579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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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仕达 股票代码

0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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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学亮 颜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

电话

0576-86199005 0576-86199005

电子信箱

002403@asd.com.cn 002403@asd.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厨房炊具、厨房小家电、家居用品及机器人本体、机器人应用的企

业，目前公司拥有温岭、湖北、嘉兴三大生产基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一家省级企业研究院和一个省级企业

研发中心，研发和工艺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

爱仕达主要业务包括炊具、小家电、家居用品及工业机器人：

1、炊具：炒锅、煎锅、汤锅、奶锅、压力锅、蒸锅等

2、小家电：电饭锅、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豆浆机等

3、家居用品：水壶、保温壶、水杯、厨房工具等

4、机器人：Scara、Delta、6自由度等全系列工业机器人产品负载涵盖4kg、6kg、20kg、50kg、100kg、500kg及机器人的应

用

公司主要以自主品牌在国内经营和为国际知名企业贴牌生产，并以自主品牌向海外市场销售。 产品结构偏重于

炊具，小家电收入占比较低。

公司在炊具生产方面具有深厚技术积累，为众多知名国际品牌代工，部分高端客户甚至选择公司为独家代工商，

在出口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而在炊具内销市场，爱仕达和苏泊尔均为领导品牌，特别在商超渠道有着明显的品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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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7,725,020.20 3,071,545,489.41 6.06% 2,547,537,74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696,982.15 172,738,929.05 -13.92% 137,366,58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2,610,388.37 142,556,215.23 0.04% 119,655,43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802,998.71 107,125,052.73 31.44% 314,547,059.28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42 0.49 -14.29% 0.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42 0.49 -14.29%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3% 8.01% -1.28% 7.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4,664,177,532.10 4,335,261,666.41 7.59% 3,462,441,53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0,736,819.82 2,208,813,966.01 0.54% 2,106,139,83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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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970,406.39 710,265,812.79 736,031,388.58 991,457,41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032,876.13 49,030,537.91 22,169,858.48 34,463,70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0,109,370.23 49,673,366.77 23,747,665.41 29,079,98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100,034.60 -109,434,250.94 -61,897,723.54 240,034,93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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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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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07% 122,850,000

质押

77,800,000

陈合林 境内自然人

7.47% 26,177,000 19,632,750

质押

22,550,000

陈灵巧 境内自然人

4.73% 16,582,500 12,436,875

质押

16,582,500

陈文君 境内自然人

3.34% 11,700,000

质押

11,700,000

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7% 10,764,00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

其他

2.63% 9,215,676 9,215,676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 8,414,722

林菊香 境内自然人

1.94% 4,435,602 6,781,250

质押

6,781,250

林仁平 境内自然人

1.65% 5,770,000

质押

1,090,000

陈素芬 境内自然人

1.27% 4,435,6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爱仕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5.07%

的股份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陈合林先生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 、林菊香女士分别

持有公司

7.47%

、

3.34%

、

4.73%

、

1.94%

股份 ，陈合林先生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 、林菊香女士又同时分别持有爱仕达集团

60%

、

20%

、

10%

和

10%

的股份 ，陈文君先生 、陈灵巧女士为陈合林先生及林菊香女士子女 ，四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陈合林先生持有台州市富创投资有限

公司

23.6%

的股份 ，为富创投资第一大股东 ；陈素芬女士持有公司

1.27%

的股份 ，为陈合林先生的妹妹 。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林仁平除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

1,100,000

股外 ，还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670,000

股 。

李宏宇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00

股外 ，还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203,891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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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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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年经营情况回顾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也是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爱仕达” ）成立四

十周年。2018年，全球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同时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也影响到了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在经济形势较为紧张

的情况下，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2.58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6.0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9亿元，同

比下滑13.92%。令人欣喜的是，2018年公司智能制造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实现销售收入2.08亿元（不含内部销售），同比

2017年增长约300%。

（一）炊具、小家电及家居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炊具、小家电及家居传统领域上，持续推动产品创新。 炊具方面，首创集微压、密封、不串味于一

身的蒸锅：蒸鲜汽锅，上市后获得广大消费者好评。 同时迭代金刚旋风无油烟钛炒锅、不锈铁锅等产品。 小家电方面，

上新24款产品，包括爱仕达真空旋风钛金釜IH智能电饭煲，真空厚膜加热电水壶，全新芯火力电磁炉等等，均得到了

经销商及广大消费者的支持。 而在家居产品上，2018年成功开发出旋风陶瓷煲，杀菌套刀，温显保温杯等特色商品，并

在陕西、湖北、重庆、福建先后设立家居用品公司，推动爱仕达家居产品销售。

（二）机器人及智能制造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智能制造领域获得了较大的突破，销售收入实现2.08亿元（不含内部销售），同比2017年增长约

300%，实现机器人销售1500台（包含内部销售），同比2017年增长50%，公司子公司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本体销售

量达到全国前列，并荣获恰佩克奖2018年度机器人质量奖，在本体制造上，新的机型进一步扩充，多项产品已提交权威

部门进行相关认证。

公司在应用推广上进展顺利，公司子公司杭州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完成在萧山机器人小镇的入驻，公司子公司

松盛机器人业务已开展到北方城市，在天津设立了分公司，主要客户有今天国际、昆明昆船、天海欧康、北京起重、深

圳中集、山西东杰、斯伦贝谢、东富龙、科大智能、山东兰剑等。 松盛机器人在技术上拥有5大技术点：直角坐标智能拣

选系统，机器人快存系统，智能3D拆码系统，机器人轨道系统，智能订单分拣系统。钱江机器人的本体机器人已在公司

子公司索鲁馨成功应用，并且索鲁馨开发出了业界第一套多台协作式机器人去毛刺系统，用于特斯拉变速箱及离合

器壳体，开发出了压铸车间全工艺流程实现自动+智能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压铸机产生的有害物质净化系统等等。

公司子公司劳博物流机器人也在电商领域上逐步迈向工业领域发展。 另一方面， 公司在澳大利亚设立全资子公司

CSF� Robotics� PTY� LTD（CSF机器人有限公司），主要针对抛光打磨技术进行攻关，代表着爱仕达的智能制造应用向

国际市场走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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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

家电

370,161,635.05 70,798,111.08 19.13% 1.88% -20.88% -5.50%

炊具

2,607,675,084.16 1,086,756,963.65 41.68% -0.02% -2.30%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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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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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中 “应收票据 ”和 “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

款 ”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 ”和 “应收股利 ”并入 “其他应收款 ”列示 ；“应付利息 ”

和 “应付股利 ”并入 “其他应付款 ”列示 ；“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固定资产 ”列示 ；“工程物资 ”并入 “在建工

程 ”列示 ；“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 。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

“应收票据 ”和 “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

843,346,262.84

元 ，上期金额

689,871,330.46

元 ；

“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期

金额

749,431,419.68

元 ，上期金额

569,046,390.97

元 ；

将“应收利息 ”并入 “其他应收款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

0.00

元，上期金额

395,374.91

元 ；

将 “应付利息 ”并入 “其他应付 款 ，”调增 “其 他 应 付 款 ”本 期 金 额

1,

478,901.10

元，上期金额

1,236,021.57

元 ；

将 “专项应付款 ”并入 “长期应付款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 金 额

15,

425,030.12

元 ，上期金额

24,241,007.15

元 。

（

2

）在利润表中新增 “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 “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 “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 ；在

利润表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 “其中 ：利息费用 ”和 “利息收入”项目 。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

调减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

148,264,460.88

元 ，上期金额

129,864,547.47

元 ，重

分类至 “研发费用”。

1.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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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6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陕西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2、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重庆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3、子公司浙江爱仕达炊具销售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福建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4、公司于2018年5月3日投资新设控股子公司湖北爱仕达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并范围。

5、公司于2018年8月3日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CSF� Robotics� PTY� LTD（CSF机器人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纳入合

并范围。

6、公司于2018年5月完成索鲁馨的收购，纳入合并范围。

7、公司于2018年1月完成对松盛机器人的收购，纳入合并范围。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2403� � � �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9-017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宸智能2018年度

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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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江宸智能交易概述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9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参与认购江宸智能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以自有资金8,160.78万元参与认购宁波江宸智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股票简称“江宸智能” ；股票代码：835027）的定向发行股票，认购数量为767.25万股，认购价格为10.6364元/

股。

同时，江宸智能控股股东朱立洲、项静承诺：江宸智能2017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元，2018年实现净利润不低

于4,000万元，2019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元。 其中，净利润是指江宸智能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发生以下事件的，公司有权在该年度财务数据审计确定后要求朱立洲、项静回购公司持有江宸智能的全部股权。

回购价格为公司本次认股款总额加上自从 汇出认股款之日起至收到回购款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息。 本协议

项下的股份回购均应以现金形式进行，全部股份回购款朱立洲、项静应在公司发出书面回购要求之日起2个月内全额

支付给公司：

（1）江宸智能在2017年至2019年中任何一年未实现前述净利润的目标；

（2）江宸智能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与实际存在重大偏差或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

诈；

（3）江宸智能违反签订的本协议或者章程，并自公司提示之日起15日内仍未改进；

（4）江宸智能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债权人申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或发生其他对其存续

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5）江宸智能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朱立洲、项静回购公司股权实施方式如下：

（1）在做市交易方式下，公司转让全部标的股份共计获得的价款若低于【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价*实际交易股份

数*（1+甲方持股天数/365*12%）】,中间差价由朱立洲、项静直接向公司现金补足。

（2）在非做市交易方式下（或监管规定允许盘后交易、大宗交易等不影响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的交易方式下），朱

立洲、项静回购公司所持股份价款的计算方式为：回购价格=本次增资价款*（1+公司持股天数/365*12%）。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江宸智能有关业绩承诺事项的

议案》，各相关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一致决定，将原协议“第五条 特殊性约定” 中的第1款和第2款规定

中的期限顺延一年，即业绩承诺期限从原来的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变更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

变更如下：

1、朱立洲、项静承诺江宸智能在2018-2020年期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500万元、4000万元和8000万元。 其

中，净利润是指江宸智能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发生以下事件的，公司有权在该年度财务数据审计确定后要求朱立洲、项静回购公司持有江宸智能的全部股

权；或者公司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不行使回购权，而在2020年度财务数据审计确定后要求朱立洲、项静回购公司持

有江宸智能的全部股权。 回购价格为公司本次认股款总额加上自从公司汇出认股款之日起至收到回购款之日止按年

利率12%计算的利息。 本协议项下的股份回购均应以现金形式进行，全部股份回购款朱立洲、项静应在公司发出书面

回购要求之日起2个月内全额支付给公司：

（1）江宸智能在2018年至2020年中任何一年未实现前述净利润的目标；

（2）江宸智能提供的资料和信息与实际存在重大偏差或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隐瞒、误导、虚假陈述或涉嫌欺

诈；

（3）江宸智能违反签订的本协议或者章程，并自公司提示之日起15日内仍未改进；

（4）江宸智能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债权人申请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或发生其他对江宸智

能存续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

（5）江宸智能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二、江宸智能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及相关说明

2018年度，江宸智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85.3万元，未达成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500万

元的承诺。 主要原因是：

1、2018年江宸智能致力于对换电站项目和新能源电池项目的研发，加大研发投入。

2、由于受2018年汽车行业市场销量负增长的影响，销售收入未达预期。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看好江宸智能未来发展前景，暂时不做提请回购。

三、相关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经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江宸智能未有减值迹象。

四、风险提示

江宸智能2019年、2020年尚存在业绩承诺，是否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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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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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

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准则（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

则。

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3、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等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

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

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公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

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公司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 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三、变更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首次执行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执行新金融会计准则的时候 采用未来适用法，不涉及以往年度会

计报表的追溯调整。

四、本次变更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

政策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

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等会计准则的要求，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对当期及前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

响。 因此，同意此次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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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度综合授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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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综合授信基本情况

依据公司及各子公司今年的经营和投资计划，综合考虑和各借款银行的业务情况，为充分利用各种结算方式的

优势，灵活运用各种融资手段，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浙

商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计不超过25亿元的信用额度。

在以上额度内，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情况，授权董事长决定申请的融资品种、金额、期限、融资方式及担保方式，授

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 在上述授权期内，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二、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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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2018年度

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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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交易概述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爱

仕达” ）于2017年11月6日与意欧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欧斯” ）、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松盛机器人” ）、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博物流” ）、李强、刘小军、郭怡佳在上海签署

了《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协

议》，上海爱仕达以自有资金 3,750�万元收购意欧斯持有的松盛机器人 50%股权，并对松盛机器人增资 2000�万元，

其中 2,666,666�元计入注册资本，17,333,334�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上海爱仕达持有松盛机器人 60.53%股权；

上海爱仕达以自有资金合计 510�万元分别收购意欧斯持有的劳博物流44%股权及松盛机器人持有的劳博物流

7%股权，收购完成后，上海爱仕达持有劳博物流5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1月6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全资子

公司收购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公司股权的公告》（2017-078）。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原业绩承诺目标

根据《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松盛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及劳博（上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

收购协议》：李强、刘小军、郭怡佳承诺松盛机器人的2017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350万元，2018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560

万元，2019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840万元；同时承诺劳博物流的2017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150万元，2018年实际净利润不

低于240万元，2019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360万元。合计计算，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2017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500万元，

2018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800万元，2019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1200万元。 实际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数据为准。

（二）未达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法

1.承诺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终了后，若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松盛机器人和

劳博物流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90%（不含本数）的，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向上海爱仕达进行业绩补偿。 上海

爱仕达有权选择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或以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

进行补偿或以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持有的意欧斯股份进行补偿或者采取前述补偿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当年度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

博物流当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上海爱仕

达本次收购的松盛机器人股权比例即50%×7,500万元×90%，即3,375万元）。 但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最高

不超过2,500万元。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进行补偿，则当年度应补偿的松盛机器人

出资额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7.5元/股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意欧斯股份进行补偿，则当年度应补偿的意欧斯股份数量=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当年度应补偿总额÷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补偿确定日前90个交

易日均价与4.5元/股孰低者为准。 补偿确定日为当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2.上海爱仕达也可选择在三年承诺期届满之后，根据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

情况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进行业绩承诺补偿。 若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

数低于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90%（不含本数）的，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向上

海爱仕达进行业绩补偿。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

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合计数×

（上海爱仕达本次收购的松盛机器人股权比例即50%×7,500万元×90%，即3,375万元）。 但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

偿总额最高不超过2,500万元。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进行补偿，则应补偿的松盛机器人出资额

数量=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7.5元/股

如上海爱仕达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以其持有的意欧斯股份进行补偿，则应补偿的意欧斯股份数量=李强、刘

小军、郭佳怡应补偿总额÷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意欧斯股份的每股价格按照补偿确定日前90个交易日均价与4.5

元/股孰低者为准。 补偿确定日为最后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

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按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各自持有的松盛机器人股权占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合计持有的松

盛机器人股权的比例来分摊业绩补偿责任。

上海爱仕达应以书面形式向李强、刘小军、郭佳怡提出业绩补偿要求，李强、刘小军、郭佳怡必须在上海爱仕达提

出业绩补偿要求之日起60天内按照上海爱仕达要求的补偿方式履行补偿义务。

（三）变更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松盛机器人及劳博物流有关业

绩承诺事项的议案》，各相关方一致决定，将原协议“第四条 业绩承诺与补偿、超额业绩奖励” 中的第1款“业绩承

诺”中的期限顺延一年，即业绩承诺期限从原来的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变更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

度，变更如下：

李强、刘小军、郭怡佳承诺：松盛机器人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50万元、560万元、840万

元；劳博物流2018年、2019年、2020年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50万元、240万元、360万元；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2018

年、2019年、2020年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500万元、800万元、1,200万元。 实际净利润以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数据为准。 承诺期内，

在每个会计年度终了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的当年度

实际净利润出具《专项审计报告》。

三、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业绩承诺未实现情况及相关说明

2018年度，松盛机器人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6万元，达成了2018年松盛机器

人实现净利润不低于350万元的承诺。 劳博物流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7万元，未

达成2018年劳博物流实现净利润不低于150万元的承诺。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419万元，未达成2018年度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实现净利润合计计算不低于500万元的承诺，

主要系劳博物流2018年业绩承诺未实现导致。 主要原因是：

1.劳博物流于2017年5月设立，设立时间较短，公司处于发展上升阶段。 2.2018年度正是产品研发投入、市场推广时

期，劳博物流的研发投入较大。

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2018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合计数低于承诺净利润合计数的90%，触发了业绩补偿条款，上

海爱仕达选择在三年承诺期届满之后，根据松盛机器人和劳博物流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核算

处理。

四、相关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经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劳博物流未有减值迹象。

五、风险提示

劳博物流和劳博物流2019年、2020年尚存在业绩承诺，是否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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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索鲁馨2018年度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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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仕达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仕达机器人” ）与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索鲁馨” ）、香港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索鲁馨” ）、叶政德于2017年11月2日签署《上海索鲁

馨自动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 )，爱仕达机器人以自有资金368.16万

元收购香港索鲁馨持有的索鲁馨25%股权及叶政德持有的索鲁馨7.773%股权（合计受让32.773%股权），同时以自有资

金764.64万元对索鲁馨进行增资，其中181.513万元为新增注册资本，超过注册资本部分的583.127万元计入索鲁馨的资

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爱仕达机器人将持有索鲁馨60%股权，索鲁馨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1月3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购索鲁馨部分股权并增资的公告》（2017-076）。

二、 业绩承诺情况

（一）原业绩承诺情况

2017�年 11�月 2�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爱仕达机器人与索鲁馨、香港索鲁馨、叶政德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增资

协议》，其中协议“第七条特殊约定事项（一）业绩目标条款”对业绩承诺进行了规定，规定如下：

1、香港索鲁馨、叶政德承诺上海索鲁馨在 2017-2019�年期间销售收入分别不低于4,000万元、6,000万元、10,000万

元；2017-2019�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万元、800�万元和 1,

200�万元。

2、香港索鲁馨、叶政德承诺上海索鲁馨在 2017-2019�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

计实现数低于80%时，香港索鲁馨、叶政德同意就目标净利润与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海索鲁馨

进行补足。香港索鲁馨、叶政德应当在爱仕达机器人发出补足通知之日起【60】日内进行全部现金补足，如违反本条约

定，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

3、爱仕达机器人承诺在2017-2019�年期间每年将向上海索鲁馨提供不少于其 10%的业务量，但该等业务量对上

海索鲁馨净利润贡献比例不超过 10%，净利润超出部分不纳入本条第 1�项所约定的利润考核指标。

（二）变更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1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上海索鲁馨有关业绩承诺事项

的议案》各相关方一致决定，将原协议“第七条特殊约定事项（一）业绩目标条款”中的期限顺延一年，即业绩承诺期

限从原来的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变更为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变更如下：

1、香港索鲁馨、叶政德承诺上海索鲁馨在2018-2020年期间销售收入分别不低于4,000万元、6,000万元和10,000万

元；2018-2020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00万元、800万元和1,200万

元。

2、香港索鲁馨、叶政德承诺上海索鲁馨在2018-2020年期间，扣除非经常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累

计实现数低于80%时，香港索鲁馨、叶政德同意就目标净利润与累计实现净利润的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向上海索鲁馨

进行补足。香港索鲁馨、叶政德应当在爱仕达机器人发出补足通知之日起【60】日内进行全部现金补足，如违反本条约

定，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

3、爱仕达机器人承诺在2018-2020年期间，每年将向上海索鲁馨提供不少于其10%的业务量，但该等业务量对上海

索鲁馨净利润贡献比例不超过10%，净利润超出部分不纳入本条第1项所约定的利润考核指标。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18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00.51万元，达成了2018年索鲁馨实现净利润

不低于300万元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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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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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8日，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需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近年来，公司营业收入中外销占比较大，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

为了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使公司保持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并专注于生产经营，公司计划与银行开

展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其交易原理是，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

合约，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在到期日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再按照该远期结售

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业务，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公司在具体操作上，以远期结汇汇率

为基础向客户报价，同时根据外币回款预测与银行签订远期结汇合约，从而锁定公司的汇率风险。

二、远期结售汇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一一美元，开展外币金额不得超

过预测回款金额，且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致的外汇交易业务。

三、业务期间、业务规模及投入资金

1、业务期间及预期远期结售汇金额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授权公司总经理于2019年4月至2020年4月底开展美元远期结售汇

业务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远期结售汇业务开展外币金额不得超过1.1亿美元（约人民币7.48亿元）。

2、预计占用资金

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公司除根据与银行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外，不需要投入其他资金，公司将使

用自有资金缴纳保证金。

四、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营业收入中外销占比较大，结算币种主要采用美元，因此当汇率出现较大波

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开展与银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是出于从锁定结售汇成

本的角度考虑，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使公司保持较为稳定的利润水平，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

需要，风险可控，无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行为。

五、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的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的是锁定汇率风险、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因此在签

定远期结售汇合约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完全依据公司与客户报价所采用的汇率的情况，严格与回款时间配比进

行交易，满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运用套期保值会计方法的相关条件。。

远期结售汇操作可以熨平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在汇率发生大幅波动时，公司仍保持

一个稳定的利润水平，但同时远期结售汇操作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率，使公司

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远期结售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

损失。

4、回款预测风险：营销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自身订单

和预测，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六、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营销部门采用财务部提供的银行远期结汇汇率向客户报价，以便确定订单后，公司能够以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

锁定；当汇率发生巨幅波动，如果远期结汇汇率已经远低于对客户报价汇率，公司会提出要求，与客户协商调整价格。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远期结售汇业务内控管理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从事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易。 制度就公司套期保值额度、套期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

核流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该制度符合监管

部门的有关要求，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3、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

象，同时公司为出口货款购买信用保险，从而降低客户拖欠、违约风险。

4、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出口业务收入，远期结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出口业务收入预

测量。

七、独立董事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