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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7                           证券简称：浙江美大                           公告编号：2016-011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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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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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建龙 董事 出国 王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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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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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浙江美大 股票代码 002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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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兰 徐红 

办公地址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海宁市袁花镇谈桥 81 号（海宁市东西大道

60km） 

传真 0573-87813990 0573-87816161 

电话 0573-87813679 0573-87812298 

电子信箱 xl@meida.com xh@meida.com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中国集成灶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企业，主要从事厨房电器－集成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集吸油烟、燃

气灶、消毒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主要用于家庭厨房以及公寓、部队、学校、医院等烹饪场所，产品销量历年位居全国首位，

报告期内集成灶产品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93.56%。 

 集成灶是厨电行业中的细分行业，是一个诞生未久的新兴产业。自2003年公司第一台集成灶研发上市以来，通过公司多

年的市场培育和推广，产品已被市场认同，行业规模逐步扩大。但行业内企业发展并不均衡，少数企业占据了行业的绝大多

数市场份额，成为行业发展的主导力量。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集成灶行业在厨电行业的市场份额已达10%以上，未来将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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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保持高增长态势。2015年，公司集成灶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继续大幅领先同行业生产

商，业内排名稳居第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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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517,877,288.95 469,607,825.35 10.28% 390,853,97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641,178.71 137,733,705.00 13.00% 107,677,27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8,752,741.30 109,530,833.68 17.55% 87,677,012.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476,278.39 129,633,636.31 19.94% 128,171,787.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4 14.71%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 0.34 14.71% 0.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2% 14.62% 0.70% 12.20%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1,211,887,859.67 1,131,171,976.49 7.14% 1,073,058,99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3,472,058.40 987,830,879.69 5.63% 920,097,1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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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49,140.72 108,366,325.79 134,046,610.44 195,015,21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09,486.40 28,711,797.33 37,551,465.97 63,968,42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02,609.74 21,284,571.88 32,512,260.51 57,853,299.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734,897.03 56,402,896.92 43,773,369.54 112,034,90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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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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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5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2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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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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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股份状态 数量 

美大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7.50% 270,000,000    

夏鼎 境内自然人 7.50% 30,000,000 22,50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89% 3,573,700    

杨芳 境内自然人 0.83% 3,333,300    

蒋政一 境内自然人 0.59% 2,373,657    

刘尚红 境内自然人 0.39% 1,543,900    

林辉 境内自然人 0.37% 1,470,8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

信量化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2% 893,060    

陶伟 境内自然人 0.16% 635,071    

刘超 境内自然人 0.14% 55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夏鼎在美大集团担任董事，与美大集团存在关联关系。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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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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受惠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全年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国内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出

低迷，但厨电行业相对于房地产业之间固有的滞后期，因此整体行业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公司遵循董事会制订

的发展战略，严守2015年年初制定的全年经营规划，充分利用自身的装备及生产优势、技术与研发优势、质量优势、品牌优

势和渠道售后优势，继续以开发和打造整体健康厨房为核心，大力拓展与主业相关的增长动力，保持了公司的持续稳健增长。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1,787.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28%，实现利润总额18,117.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564.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00%。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稳健增长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突破，产品线延伸，业务领域拓展 

1、公司结合厨电和集成灶行业的发展趋向和潮流，坚持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延伸和扩充产品线，针对市场需求先后

成功开发的四大系列新产品已全面投放市场，贡献了良好的业绩，并为后续业务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顺应当前环保和智能化理念，公司设立的美大创新研究院在产品的环保性能、智能化开发、以及中高端延伸等方面

有成效，进一步延伸升了产品线和市场认可度。 

3、公司遵循全面打造美大开放式健康厨房理念，积极拓展橱柜、集成水槽、净水机等上下游业务领域，并形成了良好

的销售，开启了新的业务增长点。 

    （二）、优化市场网络，发展新兴渠道，实现多元化销售 

 1、网络拓展：公司加大招商力度，成功开发了一批市场运作能力强的加盟商，同时加强经销商终端网点的开发和建设， 

积极引导和鼓励经销商推进KA卖场主渠道的拓展，增加终端网点，使市场网络队伍不断扩大和充实，销量稳步提升，为公

司主营业务的提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新设工程部：公司重视工程类项目的开发，将过往年度打下的基础通过专设部门来系统管理和运作，2015年公司更

加有效的为工程类项目的开发、维护提供了保障。 

 3、新设电商部：公司2015年上半年成立的电商部不仅打造了新兴的互联网销售渠道，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销售

模式，同时对公司的商业模式以及主营业务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作用。 

（三）、内部管理提升，生产效率提高 

  2015年，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营运成本和费用，保证了利润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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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成灶 484,521,644.95 161,180,482.95 54.76% 7.83% 12.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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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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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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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志生 

 二 O 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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