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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接A33版)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司拟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3,000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

。 本次发行原

股东不公开发售老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

/

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发行前一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11

元

/

股（经审计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经审计的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

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

准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立

A

股股票账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和机构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总额

9,068.81

万元（不含税），其中：承销及保荐费

7,089.75

万元；审计、验资及评估费

483.02

万元；律师

费

949.06

万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79.25

万元；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67.74

万元

注：发行所有数值保留2位小数，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

原因造成。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AR� ELECTRIC� APPLIANCE� CO.,LTD.

注册资本： 9,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一峰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6年3月16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7年7月21日

公司住所：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富裕村委会富安集约工业区5-2-1号地

邮政编码： 528300

电话号码： 0757-29390865

传真号码： 0757-23663298

互联网网址：http://www.bears.com.cn

电子邮箱： xxdq01@bears.com.cn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加工、制造、销售: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及其配件,妇婴童用品，日用品；

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

口除外）；信息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本公司是由小熊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小熊有限以经信永中和

“XYZH/2017GZA10603” 号《广东小熊电器有限公司2017年1-4月、2016年度、2015年度审计报

告》审定的、截至2017年4月30日的净资产129,599,799.00元为基础，按照1.439998:1折合股本9,000

万股，每股面值1元，折股后剩余39,599,799.00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7年7月10日，信永中和出具“XYZH/2017GZA10619” 号《验资报告》，验证发行人本次

变更设立的注册资本已由各发起人足额缴纳。2017年7月21日，小熊电器在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606786454927J的《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

（二）发起人

本公司发起人为法人兆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永新吉顺以及施明泰、龙少柔、龙少静、龙少

宏4名自然人。

整体变更时，各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发起人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兆峰投资

5,329.80 59.22%

2

施明泰

1,269.00 14.10%

3

龙少柔

1,107.90 12.31%

4

永新吉顺

540.00 6.00%

5

龙少静

486.90 5.41%

6

龙少宏

266.40 2.96%

合 计

9,000.00 100.00%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9,000万股， 本次公开发行不超过3,000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1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000.00 100.00% 9,000.00 75.00% -

兆峰投资

5,329.80 59.22% 5,329.80 44.42% 36

个月

施明泰

1,269.00 14.10% 1,269.00 10.58% 12

个月

龙少柔

1,107.90 12.31% 1,107.90 9.23% 12

个月

永新吉顺

540.00 6.00% 540.00 4.50% 36

个月

龙少静

486.90 5.41% 486.90 4.06% 12

个月

龙少宏

266.40 2.96% 266.40 2.22% 36

个月

2

、本次发行流通股

- - 3,000.00 25.00% -

社会公众股

- - 3,000.00 25.00% -

总计

9,000.00 100.00% 12,000.00 100.00% -

注：股东除需遵守本表格中限售期的规定外，还需遵守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

项提示”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股份限售安排、自愿锁定及减持意向承诺” 。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兆峰投资

5,329.80 59.22%

2

施明泰

1,269.00 14.10%

3

龙少柔

1,107.90 12.31%

4

永新吉顺

540.00 6.00%

5

龙少静

486.90 5.41%

6

龙少宏

266.40 2.96%

合 计

9,000.00 100.00%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中不存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亦无外资股东、战略投资者。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及关联股东各自持股比例

本次发行前，实际控制人李一峰、张红夫妇通过兆峰投资控制公司5,329.80万股股份；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一峰系永新吉顺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永新吉顺控制公司540.00万股股份，李一

峰、张红夫妇合计控制公司5,869.8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5.22%；兆峰投资股东李一峰、张

红为夫妻关系；永新吉顺合伙人欧阳桂蓉与李一峰为表兄妹关系；公司股东龙少柔、龙少静和

龙少宏三人为姐妹关系；龙少宏系李一峰兄弟之配偶，龙少宏与李一峰控制的兆峰投资、永新

吉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现有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公司关联股东各自的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兆峰投资

5,329.80 59.22%

2

龙少柔

1,107.90 12.31%

3

永新吉顺

540.00 6.00%

4

龙少静

486.90 5.41%

5

龙少宏

266.40 2.96%

合计

7,731.00 85.90%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小熊电器成立于2006年3月，是一家以自主品牌“小熊” 为核心，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创

意小家电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并在产品销售渠道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创意小家电+互联

网” 企业。

公司秉承“创意让生活更美好”的核心价值观，不断进行产品及品类创新，向消费者推出

精致、创新、智能、健康的产品即创意小家电。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互联网思维、优异产品质量

以及优质售后服务，把握行业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及主流电商平台汇集的巨大用户流量，充分

运用互联网高效率、低成本以及仓储物流技术发展迅速等特点，快速布局线上渠道，经过12年

的发展，成为“创意小家电+互联网”领先企业之一，公司或产品分别荣获“中国工业设计十佳

创新型企业” 、“中国设计红星奖” 、“普拉格奖” 、“AWE艾普兰奖-产品奖”等国内知名奖项。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经销、电商平台入仓和线上直销方式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

会和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和拼多多、平安好医生等新兴电商平台进行销售；同时，公司布

局线下销售渠道以及出口销售，充分利用经销商或海外客户的资源和经验优势，将产品渗透至

线下流通渠道，实施全渠道运营的销售模式，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随着近十来年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不断加强。 公司运用互

联网信息，深入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及市场需求变化，精准把握小家电用户需求，快速响应

并进行新品研发、设计；通过运用较强的技术创新实力、完善的采购管理体系实现产品量产；利

用成熟的互联网销售体系快速推广产品，并及时获取线上消费者产品体验反馈信息，对产品进

行优化升级，提升用户生活品质，以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

公司创意小家电产品包括厨房小家电、生活小家电及其他小家电，其中细分产品酸奶机、

电动打蛋器、电热饭盒、加湿器、多士炉、煮蛋器/蒸蛋器等产品2017年和2018年在天猫商城热销

品牌榜排名第一

1

。 2017年，公司荣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淘宝天下联合颁发的“金麦奖-2017

年度品质类大奖-家电类”和“金麦奖-最佳跨界合作品牌” ；同年，公司获得了人民日报社颁

发的“中国品牌奖” ，此外，“小熊”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1

排名数据来源于生意参谋。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过程及原因

1、公司业务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1）初创阶段（2006年-2008年）

2006年3月，公司创始人李一峰创办小熊有限开展小家电生产销售，产品定位为创意小家

电，品类包括酸奶机、煮蛋器、电蒸锅、电炖盅等。

初创阶段公司产品在线上和线下同时开展销售，其中线上发展势头较线下强劲，故公司开

始重点通过互联网线上推广销售产品。

（2）发展创新阶段（2008年-2013年）

2008年以后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初具雏形，网民和物流快递数量均飞速增长。 公司亦坚持互

联网思维、优异产品质量以及优质售后服务，把握行业快速增长的发展机遇及主流电商平台汇

集的巨大用户流量，充分运用互联网高效率、低成本以及仓储物流技术发展迅速等特点，快速

布局线上渠道。

公司在前期的互联网销售摸索中，在行业内较早地提出“网络授权分销” 的线上电商销售

模式，对公司指定的经销商实行“线上授权” ，并提供“线上授权防伪证书” 。 消费者在小熊官

方网站上可进行授权网店的查询，通过官方直接授权、供货的线上渠道管理方式，成为淘宝上

最早实行网络授权销售模式的小家电厂商之一，此后公司线上市场需求迅速扩大，销售份额大

幅提升。

随着经销商数量的增加，为减轻经销商资金压力、公司新品上市产能不足及长尾产品推广

不足的问题，同时减少产品流转过程和物流成本。 2013年，公司开始实施线上经销代发货模式，

即消费者在公司线上经销商的网络店铺下单，公司通过富润系统获取订单信息，并根据该订单

信息直接发货给最终消费者的销售模式。 通过该模式的实施，使线上消费者订单由经销商发货

改为公司直接发货给最终消费者，让其集中精力于销售优势产品，并解决传统经销模式下小众

产品推广不足的问题。

本阶段公司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销售体系，同时产能和销售规模也得到极大提升。

（3）巩固提升阶段（2013年至今）

本阶段，公司优化品牌形象。 从品牌标志、品牌名、吉祥物等进行规范优化，并融入市场推

广活动及产品外观设计中，给消费者留下可爱、体贴和温馨的品牌印象，提升品牌辨识度。

同时，公司高度重视产品技术的研发工作。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已获得486项

专利，其中11项发明专利，技术领先优势明显。 同时，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制定多项家电行业

联盟标准。

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拥有了一支经验丰富的电商运营团队，该团队在品牌推广、

营销策划、仓储物流、售后客服等方面具备出色的开拓创新、组织决策和执行能力，带领公司不

断适应电子商务市场变化，巩固线上渠道优势。 公司通过多年积累的客户网购数据，对客户进

行人群属性、生活方式和产品属性偏好等多维度分析，有效指导公司新品研发、产品推广和改

进，不断推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本阶段公司树立了鲜明的品牌形象，技术、生产、质量管理和销售服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

完善，奠定了公司持续创新和巩固发展的基础。 同时确定线上销售为主、线下销售为辅，全渠道

运营的销售模式，建立了完善有效的销售体系。

2、公司业务迅速发展的原因

（1）互联网及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

随着互联网渗透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国网民数量每年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电子商务

在中国得以迅猛发展，同时第三方支付平台及网络支付安全性的完善，网络购物行为已经由一

种网络时尚逐步成为大众消费模式， 渗透到各个阶层， 并引发网民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的转

变。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CECRC）发布《2017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显

示，2017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28.66万亿元，同比增长24.77%。 其中，2017年中国网络零售市场

交易规模达7.18万亿元，相比2016年的5.16万亿元，同比增长39.15%，预测2018年中国网络零售市

场交易规模将达到9.39万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CECRC）

随着消费者网购习惯的养成，中国消费者在网上购买小家电产品已较为普遍。 小家电的消

费群体具有年轻化的特征，具有此类特征的消费者往往愿意选择电商进行购物。

（2）公司紧抓消费升级，实施多品类发展战略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消费升级推动我国小家电企业销售份额快速提升。 公

司秉承“创意让生活更美好”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品质为基础、服务为保证、创新为动力” 的

经营理念，准确把握客户消费升级需求，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带来了公司收入的快速增长。

一方面人们对于现有小家电产生更新换代的需求，购买意愿逐渐向高价格、高品质倾斜。 以养

生壶为例，养生壶满足时下消费者养生、健康和消费升级的需求，相较于传统电热水壶，养生壶

的价格普遍更高，市场份额逐步扩大。 其他品类也表现为类似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公司品类齐全，创新功能类的小家电层出不穷，如电炖盅、电动打蛋器、电热饭

盒、多士炉、酸奶机和加湿器等，此类小家电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成为公司销售收入

持续增长的动力。

（3）公司以消费者为导向不断研发新产品

公司运用互联网信息，深入研究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以及小家电产品市场需求变化情况，精

准把握小家电用户需求，并快速响应进行新品研发、设计。 同时，通过较强的技术创新实力、完

善的采购管理体系实现产品量产，利用成熟的互联网销售体系在各个渠道快速推广产品。

此外，公司通过及时获取线上消费者产品体验反馈信息，对产品进行优化升级，提升用户

生活品质，最终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良性循环，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收入规模。

公司在产品研发方面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资金，公司设立了研发中心，配备了先进的研发

设备和强大的研发队伍，具备较强的开发能力。 2018年12月末公司研发技术人员共有138人，具

有较强的小家电产品研发经验， 掌握多项生产工艺技术， 在核心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丰富成

果。 目前公司在售产品型号有400款以上，拥有专利486项。

（4）品牌形象的成功塑造带动产品销量及收入增长

小熊电器成立于2006年3月，是一家以自主品牌“小熊” 为核心，运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小

家电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并在产品销售渠道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创意小家电+互联网”

企业。

“小熊” 品牌产品质量优良、品类丰富，近年公司或产品分别荣获“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

型企业” 、“中国设计红星奖” 、“普拉格奖” 、“AWE艾普兰奖-产品奖”等国内知名奖项。

公司创意小家电产品包括厨房、生活及其他三大类别，其中酸奶机、电动打蛋器、电热饭

盒、加湿器、多士炉、煮蛋器/蒸蛋器等产品2017年和2018年在天猫商城热销品牌榜排名第一。

2017年，公司荣获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淘宝天下联合颁发的“金麦奖-2017年度品质类大奖-家

电类”和“金麦奖-最佳跨界合作品牌” ；同年，公司“小熊”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认定为驰名商标，获得了人民日报社颁发的“中国品牌奖” 。

成功的品牌塑造，使公司避免陷入行业低价竞争；同时培养了小熊产品的忠实客户，在创

意小家电领域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带动产品销量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5）不断开拓并完善销售渠道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互联网思维、卓越产品质量以及完善售后服务，把握行业高速增长

的发展机遇及主流电商平台汇集的巨大用户流量，并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高效率、低沟通

成本等优势，以及仓配物流技术发展的优势，快速进行线上渠道布局，发展成为创意小家电的

互联网电商领先企业之一。

公司产品主要通过线上经销、电商平台入仓和线上直销方式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

会、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和拼多多、平安好医生等新兴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同时，公司布局

线下销售渠道以及出口销售，充分利用经销商或海外客户资源及经验优势，将产品渗透至线下

流通渠道，实施全渠道运营的销售模式，加速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线上销售的收入分别为95,954.45万元、150,919.63万元和183,333.88万

元，2016-2018年度增长率分别为57.28%和21.48%。

（6）产能提升保障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售量达1,420.90万台、2,024.30万台和2,468.76万台，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分别为104,753.40万元、164,161.79万元和202,775.42万元。 公司销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基于近年公

司不断扩充产能，提升制造水平、产品技术含量及自动化生产水平，以满足公司多品种且高速

增长的销售规模需求。

未来公司将在保持现有产量规模良好发展势头的基础上， 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

达产，继续扩大公司业务规模，为市场提供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公司收入规模有

望继续快速增长。

（三）发行人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产品按应用方向分为厨房小家电、生活小家电和其他小家电，其中厨房小家电根据功

能进一步划分为锅煲类、电热类、壶类、西式类和电动类五类产品。 自公司设立以来，主营业务

未发生重大变化。 产品分类示例如下：

1、厨房小家电

（1）锅煲类

（2）电热类

（3）壶类

（4）西式类

（5）电动类

2、生活小家电

3、其他小家电

（四）主要业务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研发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满足消费者在不同生活场景、工作场景中对小家电的使

用需求。 公司利用多年积累的客户网购数据，对客户人群属性、生活方式和产品属性偏好等进

行多维度分析，有效指导公司进行需求调研、市场分析、新产品研发、产品推广和改进，不断推

出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 公司研发由研发中心负责，研发中心下设前期开发组、基础研究组、

用户研究组、技术支持组和各品类研发部门。 研发流程具体如下：

2、采购模式

公司设立供应商管理中心，负责建立采购管理制度与流程标准，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适时调

整原材料库存，编制年度物料采购计划，制定重要物资的采购战略，安排采购合同谈判，开发新

增供应商并考核管理。公司通过ORACLE-ERP系统管理采购计划、订单拆解，并进行供应商流

程管理。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均由公司按企业质量标准和对供应商的订单要求进行自主采

购。 主要原材料包括：塑料原料、五金制品、电子电器、电机、陶瓷、玻璃、包材等。

上述原材料供应商资源丰富，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公司在采购方面建

立了严格的采购流程和供应商甄选制度。 由供应商管理中心负责对供应商进行调查、评估和甄

选，对合格供应商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录》进行管理，同时进行严格的供货情况考核，确保主要

原材料的品质持续符合公司的质量要求。

3、生产模式

公司采取自主生产为主、外协生产和外协加工为辅的生产模式。 目前厨房小家电和生活小

家电的大部分产品由公司自主生产。 部分电烤箱、养生壶和咖啡机产品由第三方外协生产；部

分注塑加工、零部件组装、总装装配等工序由第三方外协加工。

（1）自主生产

公司营销中心各销售渠道部门每周根据销售预测将各品类产品需求转达计划物流部，计

划物流部将需求汇总评审后转化为T+13周的需求预测。 各制造部门根据T+13周需求预测进行

产能评估预排T+3周生产计划，并与计划物流部共同评审确定生产计划。 各制造部门根据确定

后的生产计划组织对应的原材料采购及生产，品质管理中心负责原材料及成品检验。

自主生产环节包括部分零部件的前置加工（注塑加工、印刷加工等）和整机总装装配工

序。 公司根据主要品类划分生产部门，根据生产订单排班生产。 公司生产流程如下：

①注塑加工工艺流程

序号 工序 工艺内容 主要设备

1

模具安装、调试 安装模具到机台上并进行调试 注塑机、模具

2

参数设定 调整设定注塑机压力、速度、温度等参数 注塑机

3

烘料 温度设定和原材料添加 干燥机

4

成型 按设置参数将原材料注塑成型 注塑机

5

脱模 塑胶部件从模具中顶出 模具、注塑机

6

清理 清剪塑胶部件多余的进胶并擦除表面油污

-

7

检验 检查是否有色差、缺胶等不良情况 测量工具

8

打包 检验通过的部件装袋、装箱、装板

-

9

入库 打包完毕的部件入库并进行信息录入 叉车

②印刷加工工艺流程

序号 工序 工艺内容 主要设备

1

调机

安装油墨盒及移印头，确认油墨颜色并按规定进行调配，安装定位治具并调整位置及移

印参数

移印机

/

激光机

/

烫金机

2

移 印

/

激 光 打

标

/

烫金

移印机

/

激光机

/

烫金机依照调好的参数，在产品上印刷文字、图形和图像 移印机

/

激光机

/

烫金机

3

检验 对印刷完毕的部件进行检验

-

4

半成品 将外观检验合格的部件放置到标准容器内 标准容器

③总装装配工艺流程

序号 工序 工艺内容 主要设备

1

上料 将产品零部件从标准容器内取出，放置至加工位置

-

2

组装 将零部件组装成成品 装配生产线、自动螺丝批等

3

功能、安规检测

将安装好的产品接入到功率测试仪、安规测试仪上，并读取数值，对照产品规格判定

产品是否合格

功率测试仪、安规检测仪

4

外观检验 对产品进行外部检验，并确保产品外观合格

-

5

包装 将合格的产品装入指定箱内，并使用封箱机对其进行封箱 封箱机

6

成品检验 将产线生产的产品放置到检测台进行检测，并确保产品合格 检测台

（2）外协生产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不断增长，自有产能增长相对不足。 基于产品战略布局及弥补自有产能

的需要，公司通过选择优秀的外协生产供应商生产电烤箱等产品并主要贴“小熊” 品牌进行销

售。 报告期内，公司外协生产小家电产品数量分别为105.07万台、150.30万台和178.68万台。

公司制定了外协生产相关内控制度，外协生产供应商需通过资料及生产能力评审，并每月

对外协生产供应商的质量、交期、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评价。公司供应商管理中心从《合格供应

商名录》选取多家外协生产商并取得其对产品的整体报价，然后综合考虑产品的物料成本、目

标市场价格、毛利率水平等因素确定外协生产产品的采购价格。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外协生产金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外协生产金额

12,709.06 11,495.12 8,764.22

主营业务成本

137,336.24 109,728.23 69,170.13

占比

9.25% 10.48% 12.67%

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名外协生产供应商采购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时间 序号 外协生产供应商名称 主要项目

外协生产金额（万

元）

占当期外协生产

总金额比例

2018

年度

1

中山市新高路华电器有限公司 电饼铛

2,979.13 21.60%

2

中山市韩立电器有限公司 电烤箱

2,624.71 19.03%

3

佛山市华希电器有限公司 电烤箱

2,368.48 17.18%

4

中山市象田电器有限公司 电饭煲

1,459.98 10.59%

5

佛山市顺德区华申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咖啡机

573.10 4.16%

前

5

名外协生产供应商采购合计

10,005.40 72.55%

2017

年度

1

中山市韩立电器有限公司 电烤箱

2,292.74 19.67%

2

中山市欧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养生壶

1,344.74 11.54%

3

广东家好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电烤箱

1,195.88 10.26%

4

中山市象田电器有限公司 电饭煲

908.05 7.79%

5

中山市新高路华电器有限公司 电饼铛

663.76 5.69%

前

5

名外协生产供应商采购合计

6,405.18 54.95%

2016

年度

1

中山市欧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养生壶

1,452.25 16.42%

2

东莞市金鸿盛电器有限公司 除湿机

814.42 9.21%

3

中山市韩立电器有限公司 电烤箱

696.06 7.87%

4

广东嘉威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多士炉

542.15 6.13%

5

江门市康百事电器有限公司 面包机

508.73 5.75%

前

5

名外协生产供应商采购合计

4,013.61 45.38%

上述外协生产厂商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3）外协加工

公司销量受电商平台节日如“京东618” 、“双十一” 、“双十二” 、“年货节”等影响较大。在

现有生产场地上，难以满足销售旺季对注塑加工、零部件组装、总装装配等工序的需求，故公司

通过外协加工厂商来完成上述工序，以满足生产高峰期产能需求。

公司对外协加工厂商设置了严格的筛选程序，并纳入供应商管理体系，制定了《委外管理

办法》，与外协加工厂商签有质保协议。 公司对外协加工商的引入、监督、业绩评价作出严格的

规定。 新供应商的引入需经过公司的供应商信息调查、现场核实、样品确认、现场评审、试用等

过程通过后方可成为公司的合格供应商。 公司对供应商进行季度和年度的业绩评价，对评审不

合格的供应商停止采购，并限期整改，复审合格后恢复供货，复审不合格或整改无效的，过渡三

个月淘汰。 公司各类主要外协加工工序中，由公司提供的主要材料、外协加工的成品如下：

序号 外协加工工序 公司提供的主要材料 外协加工成品

1

注塑加工

/

五金加工

ABS

、

PP

等塑料

/

铝板、不锈钢等 注塑件

/

五金件

2

零部件组装 塑料件、电路板、发热组件等 底座、面板组件

3

总装装配 小家电零部件 产成品

公司综合考虑外协加工商的加工能力、 工艺水平及质量等因素， 综合比价确定外协加工

商，并考虑其成本后协商核定最终的外协加工费用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外协加工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外协加工费

6,891.91 5,438.10 4,195.33

主营业务成本

137,336.24 109,728.23 69,170.13

占比

5.02% 4.96% 6.07%

报告期内公司与外协加工商的交易情况如下：

时间 序号 外协加工企业名称

外协加工费

（万元）

占当期外协总加工费的比

例

2018

年

度

1

佛山市天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728.16 8.98%

2

佛山市宇一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716.31 8.83%

3

广东顺德泉海实业有限公司

506.47 6.24%

4

广东顺德申毅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385.66 4.75%

5

中山市南头镇越顺塑料五金电器厂

374.12 4.61%

合计

2,710.72 33.41%

2017

年

度

1

佛山市天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622.13 9.29%

2

广东顺德申毅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560.66 8.37%

3

中山市南头镇越顺塑料五金电器厂

459.40 6.86%

4

佛山市宇一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433.25 6.47%

5

广东顺德泉海实业有限公司

418.08 6.24%

合计

2,493.52 37.22%

2016

年

度

1

广东顺德申毅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553.21 12.48%

2

佛山市天驭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422.56 9.53%

3

顺德区容桂立信塑料五金制品厂

407.48 9.19%

4

佛山卢国辉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396.82 8.95%

5

中山市南头镇越顺塑料五金电器厂

376.29 8.49%

合计

2,156.36 48.65%

上述外协加工厂商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4、销售模式

公司产品通过线上和线下对外销售。“小熊” 品牌创意小家电已形成了由线上渠道和线下

渠道组成的多元化销售体系。 线上渠道包括线上经销、电商平台入仓、线上直销，线下渠道主要

为线下经销、出口销售。

（1）销售模式情况说明

①线上经销

线上经销模式指公司授权经销商在约定的电商平台开设店铺销售公司产品。 线上经销主

要分为两种：

经销商发货模式：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再由经销商通过网店销售给最终消费者，最

后由经销商将产品快递至消费者，该方式为线上经销的主要方式；

经销代发货模式：以天猫商城为例，消费者在线上经销商的天猫商城网店下单后，公司通

过富润系统获取订单信息，并根据该订单信息由公司直接发货给最终消费者。

②电商平台入仓

公司与京东、唯品会、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的合作主要属于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在电商平

台入仓模式下，公司与电商平台对接，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

电商平台入仓主要流程为：公司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将商品发往上述电商平台的仓库，由

电商平台负责订单管理及后续的物流配送。 消费者直接在上述电商平台下单并付款，平台在收

到消费者款项后通过其自有物流或第三方物流向消费者直接发货， 或在货到付款等形式下先

行发货。 售后服务一般由电商平台负责，公司则按照与电商平台签署合同约定的义务为平台提

供相关产品的售后服务。

③线上直销

线上直销模式下，公司直接面向消费者，委托第三方物流向其提供配送及退换货等服务。

公司主要通过在第三方B2C平台（天猫商城、京东POP店等）开设自营店铺进行直接销售。公司

以“店铺入驻”的形式与上述平台开展合作，利用第三方平台运营成熟、流量资源丰富等优势

与公司品牌优势和专业化营销优势互补，形成良好的营销生态环境。

同时，基于第三方B2C平台信息技术优势，公司可以通过对消费行为数据分析，了解用户需

求和产品存在的不足，及时进行新产品开发或产品改进，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④线下经销

公司对经销商进行授权代理销售，经销商向公司采购产品，再由经销商直接对接大型企业

团体或在商超、药店等经营场所对公司产品进行最终销售。 报告期内，线下经销占营业收入比

例较小。 线下经销按最终客户去向具体可细分为礼品积分渠道、传统经销授权渠道、特色行业

销售渠道（母婴、药店等）。

A、礼品积分渠道

公司的创意小家电产品普遍具有精致、创新、智能、健康特点，富有生活气息且单价不高，

故适合航空公司、银行、通信、地产等行业的大型企业作为礼品或积分兑换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礼品积分客户的销售去向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最终主要销售去向

1

上海赉珂博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积分商城

2

北京利特倍尔科贸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积分商城、国航积分平台及北京礼品渠道

3

上海玉莎商贸有限公司 如家积分商城、企事业单位礼品团购

4

深圳市美华联电子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广发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平台

5

上海品库商贸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邮购

B、传统经销授权渠道

公司通过对经销商进行区域或者系统授权代理销售，区域授权主要以地级市为单位，目标

为区域内商超、电器专营店、百货以及县乡镇分销渠道；系统授权为授权公司产品进入大型连

锁超市，如大润发、沃尔玛、百佳超市等。 基于小熊产品多年经营积累的口碑及品牌影响力，在

上述渠道进行产品展示及销售，并定期举办活动，提供与客户互动场所，提高品牌曝光度。

C、特色行业销售渠道

公司基于产品特性，通过经销商进入药店、母婴等行业的连锁渠道，如煎药壶在连锁药店

进行展示销售、母婴产品在各大型连锁母婴品牌的连锁店进行展示及销售。

D、未来拓展情况

a、继续加强线下销售团队

线下销售主要分为礼品积分渠道、传统经销授权渠道、特色行业销售渠道。 目前线下经销

团队主要大区经理均为多年家电或快消从业人员。 此外，公司通过与经销商共建导购员体系，

具体分为专职导购员和兼职导购，设定终端管理专职人员，对导购员进行培训，收集导购反馈

收据并分析，进一步提升线下销售份额。

b、扩大销售区域布局

公司在传统经销授权渠道体系覆盖区域或核心网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全国连锁超

市开展线下零售模式的探索，如构建线下销售网络，并在部分城市设立形象专区（省会城市优

先），形象专区单独设计，主要体现小熊品牌特性，以品牌推广为主，重点打造核心网点的终端

形象，推动销售发展。

c、拓展特色行业销售渠道

基于小熊产品功能特性，深入与母婴、药店等行业知名连锁企业合作，拓展相关销售。

⑤出口销售

公司出口销售主要为ODM/OEM模式。公司根据国外品牌运营商的产品规划和订单需求，

按客户提供的设计方案进行生产，或自主进行产品前期设计和开发，形成产品设计开发方案并

经客户认可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方案进行模具开发和生产制造，公司负责提供符合方案要求的

样品，通过客户确认后组织批量生产，并发货至客户指定地点。 公司出口业务主要合作客户有

Texton� International� Ltd（品牌：Polaris）、Ohyama� CO.,LTD（品牌：Ohyama、Iris）、Black&Decker�

Global� Holdings� SARL和Black&Decker� Do� Brasil� Ltda（品牌：Black&Decker）等。

公司出口销售业务仍处于起步阶段，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小。 随着公司外销业务的不断

拓展，公司将进一步开拓欧美及南美市场；其中美国市场以跨境电商OEM为主，公司主要通过

傲基国际有限公司（AUKEY� INTERNATIONAL� LIMITED）在亚马逊平台实现对外销售，同

时积极与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国内知名跨境电商沟通， 拟进一步拓展相关区

域市场；欧洲市场，公司已与欧洲知名的小家电渠道商Clatronic� International� GmbH开展业务

往来，同时公司与法国小家电巨头SEB开展洽谈，目前已处于供应商审核阶段。 南美市场方面，

公司与巴西知名小家电商 MK� Eletrodomesticos� MondialS.A已开展业务往来，与智利知名小家

电商Cencosud� S.A的具体业务在进一步洽谈中。

（2）线上销售方式下的主要平台、结算方式、发出商品权属、收入确认时点和依据、电商推

广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其会计核算情况

①线上销售方式下的主要平台

公司线上销售模式包括线上经销、 电商平台入仓和线上直销， 公司线上主要销售平台如

下：

销售模式 主要电商平台

线上经销

线上直销

电商平台入仓

②线上销售方式下的结算方式

销售模式 涉及主要客户 结算方式

线上经销

广东哥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易积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等

款到发货，公司按本期应付经销商返利额度，审批经销商

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

线上经销代发货 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系统即时回款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京东商城 收到发票后

7

个工作日结算

唯品会 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结算

苏宁易购 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结算

1

号店 收到发票后

45

个工作日结算

平安好医生 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结算

线上直销 淘宝、天猫等平台的最终网络客户 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系统即时回款

③线上销售方式下发出商品的权属

销售模式 发出商品余额产生原因 发出商品的权属

线上经销 公司发货后客户尚未签收或者在运输途中 公司

线上经销代发货 商品发出，消费者尚未确认收货 公司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公司发货后尚未到结算账期，未对账结算 公司

线上直销 商品发出，消费者尚未确认收货 公司

④各线上销售方式下收入确认时点和依据

销售模式 收入确认时点 收入确认依据

线上经销

货物已经发出并经线上经销商签收确认或者交付给客户指定的物

流公司后确认收入。

客户签收单或委托物流公司签收单、增

值税发票

线上经销（代发货）

公司在发货后

10

天

,

消费者确认收到货物或系统默认收货，公司收到

货款时确认收入。

消费者签收及付款记录、增值税发票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根据合同约定的对账时间，收到电商平台的确认清单核对无误后确

认收入。

对账单、增值税发票

线上直销

公司在发货后

10

天

,

消费者确认收到货物或系统默认收货，公司收到

货款时确认收入。

消费者签收及付款记录、增值税发票

（3）公司对经销商的准入及考核管理情况

公司对线上经销商和线下经销商分别进行准入及考核管理。 公司目前对经销商主要进行

如下管理：

①经销商准入制度

公司与经销商开始合作前，会对经销商进行全方位的考察，通用要求包括：

序号 经销商引入的通用要求 适用范围

1

具备合法经营资格

线上经销和线下经

销

2

拥有专业销售队伍人数

5

人以上，团队中必须有客户服务岗位人员

3

具有

2

年以上小家电或其他关联产品经销经验，运作过相关的产品品牌

此外线上经销额外要求如下：

序号 线上经销引入的额外要求

1

必须具有一年以上网络销售经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注册网店

2

淘宝集市店铺需加入淘宝消保协议的七天退换和假一赔三服务

3

店铺客服人员需具有优秀的服务意识，能维护公司的声誉和形象

4

旗舰店及专卖店需有良好的店铺装修能力，能规范使用品牌商标及其他形象标志物

5

所有公司授权销售的产品，需在电商供销平台与公司建立关联

②经销商的维护

市场推广支持：公司为经销商提供宣传资料及产品图片，并对其市场推广工作给予一定的

费用支持；

授权验证服务：公司给予授权经销商唯一代码的书面及电子格式的授权书，消费者可根据

该代码在公司官方网站查询线上经销商真伪，由此提升授权店铺的可信度；

业务培训服务：公司为经销商提供免费的在线或线下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产品知识、

营销经验、线上网店的图片展示及宣传等。

③经销商的管理

项目 具体内容

价格管理

1

、公司统一制定终端零售指导价，经销商未经公司许可不得降价，不得低于公司规定的最低限价在网上标价出售

或线下对外零售；

2

、公司有权根据市场行情调整产品限价，经销商收到公司的最新调价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按公司要求调整价

格。

促销管理

1

、经销商必须积极配合公司组织的促销活动并及时在授权店铺内创建或更新促销信息，按公司规定的方案统一促

销，否则视为经销商放弃公司本年度内组织的促销活动；

2

、经销商单独举行的促销活动，必须取得公司同意，否则视为违约低价销售行为。

信息管理

关系公司和经销商双方利益、合作方向及合作原则的重要事项须通过授权邮箱进行沟通和确认，除授权邮箱外，其

他形式如口头承诺、

QQ

聊天记录等均不具有效力。

授权管理

1

、未经公司许可，经销商不得将公司授予的经销权以任何形式转让给第三方，也不得将公司产品以批发或其他方

式转卖给其他非授权渠道；

2

、经销商不得销售授权产品以外的公司其他产品；经销商不得在店铺任何页面出现“独家授权”、“淘宝总代”等显

示获得公司排他授权的字样；未经公司同意，经销商不得销售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

财务管理

1

、公司对经销商不设信用额度，如销售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需要给予信用额度时，按《应收账款管理办法》规定执

行；

2

、经销商需按时核对公司发送的对账单。

（4）公司与经销商约定的全年进货额、返利及市场推广补贴等相关奖励措施

公司对经销商的奖励政策主要包括销售返利、售后补贴及奖励和市场推广补贴。

①销售返利

公司每年初与经销商签订年度经销协议，约定年度销售目标及销售返利比例。 经销商完成

公司当年下达的销售目标后，公司给予其一定比例的销售返利，返利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以销

售折扣方式给予兑现。

公司会根据市场状况、渠道战略、渠道运营成本差异、产品周期策略调整年度销售目标和

返利比例。

具体会计处理为：

A、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针对已考核完成应兑现的返利予以预提（以2017年末为例）：

a.� 2017年12月末针对已考核完成应兑现的返利予以预提

借：主营业务收入（2017年度）

贷：其他流动负债-预提返利

b.2018年1月一次性红冲该笔分录

借：其他流动负债-预提返利

贷：主营业务收入（2018年度）

B、 返利系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兑现，2018年日常与客户结算时按直

接核减返利后净额结算，并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借：预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扣减返利后）

C、资产负债表日，针对已考核完成应兑现而尚未兑现的返利予以预提。

借：主营业务收入（2018年度）

贷：其他流动负债-预提返利

②售后补贴及奖励

经销商年度退货率在一定范围内，公司给予其一定的售后补贴及售后奖励。 售后补贴和售

后奖励按年度结算，于年度结束对账确认后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兑现。

具体会计处理为：公司在日常与客户结算时按直接核减售后补贴及奖励后净额结算，并确

认主营业务收入。

借：预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③经销商市场推广补贴

公司根据销售策略，对经销商部分市场推广活动给予补贴。 经销商进行市场推广活动，须

提前向公司申请；对审批通过的市场推广活动，公司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

支持。

线上渠道推广主要为淘宝直通车、淘宝钻石展位、淘宝客、京东京准通等；线下渠道推广费

用主要为产品上架、导购支持、卖场进驻、线下广告牌等。 对于公司主推产品，公司会适时加大

推广补贴力度。 具体会计处理为：

具体会计处理为：公司在日常与客户结算时按直接核减推广补贴后净额结算，并确认主营

业务收入。

借：预收账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

具体政策如下：

经销模式 项目 毛利保护 销售返利 售后补贴及奖励 市场推广补贴

线上

线上经销 无

公司每年初与经销商签订年度经

销协议， 约定年度销售目标及销

售返利比例。 经销商完成公司当

年下达的销售目标后， 公司给予

其一定比例的销售返利， 返利在

经销商后续进货中以销售折扣方

式给予兑现。

经销商退货率在一

定范围内， 公司给

予其一定的售后补

贴及售后奖励。

公司根据销售策略，对经销商

部分市场推广活动给予补贴，

对于公司主推产品，公司会适

时加大推广补贴力度，市场推

广补贴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

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支持。

电商平台入

仓

当电商平台销售公

司产品时， 当期实

现的毛利率未达到

电商平台预期，对

于差额部分公司以

销售折扣的方式给

予补足。

无 无 无

线下 线下经销 无 与线上经销一致 与线上经销一致 与线上经销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各销售模式下返利及补贴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返利类型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

电商平台入仓毛利保护

9,361.55 4.59% 6,689.62 4.06% 6,564.93 6.23%

销售返利及售后补贴费

2,294.91 1.12% 2,559.84 1.55% 1,032.41 0.98%

经销商推广补贴

2,688.72 1.32% 1,266.19 0.77% 894.22 0.85%

合计

14,345.18 7.03% 10,515.65 6.38% 8,491.56 8.06%

报告期内各期的经销商销售返利、售后补贴及奖励、市场推广补贴的发生额、占经销商收

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返利类型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经销收入比

例

金额

占经销收入比

例

金额

占经销收入比

例

销售返利

1,357.25 1.20% 1,909.96 2.03% 684.90 1.24%

售后补贴及奖励

937.66 0.83% 649.88 0.69% 347.51 0.63%

经销商推广补贴

2,688.72 2.39% 1,266.19 1.35% 894.22 1.62%

合计

4,983.63 4.42% 3,826.03 4.07% 1,926.63 3.49%

注：以上经销收入为线上经销和线下经销收入合计，未包括电商平台入仓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对经销商无财务支持。

（5）发行人给予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与其他销售方式下信用政策的差异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给予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与其他销售方式下信用政策对比情况：

销售模式 涉及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信用期 执行情况

线上经销

广东哥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

东易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等

款到发货，公司按本期应付经销商返利额度，审批经销

商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

按照约定执行

线上经销代发货 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系统即时回款 按照约定执行

电商平台入仓模

式

京东商城 京东商城：收到发票后

7

个工作日结算 按照约定执行

唯品会 收到发票后

5

个工作日结算 按照约定执行

苏宁易购 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结算 按照约定执行

1

号店 收到发票后

45

个工作日结算 按照约定执行

平安好医生 平安好医生：收到发票后

30

个工作日结算 按照约定执行

线下经销

北京利特倍尔科贸有限公司，上

海赉珂博工业设备有限公司等

款到发货，公司按本期应付经销商返利额度，审批经销

商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

按照约定执行

线上直销

淘宝、 天猫等平台的最终网络客

户

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系统即时回款 按照约定执行

出口销售

Texton International Ltd

、

Black&Decker Global Holdings

SARL

、

I.R.M.C.

等

多种结算方式，主要是预付一定比例定金，余款于出货

前付清或货物到目的港前

7

天付清，见提单

60

天或

120

天

付清等。

按照约定执行

从上表可以看出， 报告期内公司给予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主要是根据销售特点或者合约约

定的情况制定的，公司给予经销商的信用政策与其他销售模式的信用政策有所差异。 其中经销

代发货的信用政策与公司线上直销模式的信用政策相同，主要依托网络面对终端消费者。 线上

经销非代发货和线下经销模式主要是款到发货（以及公司按当期应付经销商返利额度，审批经

销商申请的临时信用额度），相较于其他销售模式的信用政策更加严格。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

的信用政策主要是依据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出口销售客户属于海外客户，因客户自身情况不同

及海运等因素，其信用政策存在差异。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给予经销商的信用政策均根据其销售特点或者合约约定制定，未发

生重大变化。

（6）发行人与经销商的退换货政策及退换货情况

①发行人经销商退换货的政策

公司经销模式下的主要退换货政策如下：

经销模式 项目 退换货政策

线上销售

线上经销

1

、经销商自行维修的，公司向经销商提供一定比例的不退货奖励和易损配件支持；

2

、公司对退回产品按情况进行打折回收，折算的金额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兑现；

3

、公司不接受经销商积压超过

180

天以上的售后产品退货。

电商平台入仓

以京东商城为例，京东商城设置一定的入库期限，在入库期内仍未出售的货物及退货均会退

回公司。

线下销售 线下经销 线下经销与线上经销退换货政策一致。

②报告期各期经销商销售退换货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A

：平台入仓退换货金额

4,463.55 2,754.35 1,913.42

B

：经销商（仅包括线上经销和线下经销）退换货金额

1,587.60 1,496.29 1,136.76

A+B=C:

经销退换货金额合计

6,051.15 4,250.64 3,050.18

D

：营业收入

204,103.51 164,653.36 105,430.41

C/D=E

：退换货金额合计占比

2.96% 2.58% 2.89%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退换货金额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2.89%、2.58%和2.96%。

③经销商模式和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的退换货情况

报告期内经销商模式和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的退换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渠道模式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退换货金额

退换货占各渠道当期

收入比例

退换货金额

退换货占各渠道当期

收入比例

退换货金额

退换货占各渠道当期

收入比例

经销商（线上经销

+

线

下经销）

1,587.60 1.41% 1,496.29 1.59% 1,136.76 2.06%

电商平台入仓

4,463.55 6.78% 2,754.35 5.25% 1,913.42 4.96%

报告期经销商退换货占收入比例分别是2.06%、1.59%和1.41%，公司与经销商约定当退货率

小于2%时，公司给予经销商回款额的0.5%作为售后补贴，故经销商的退换货占收入比例相对较

低；电商平台入仓退换货占当期收入比例分别是4.96%、5.25%和6.78%，电商平台入仓退换货比

例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电商平台入仓退换货包含了收入确认之前的退换货金额。

（7）经销商的分级情况

公司制定了《经销商管理办法》《网络经销商行为管理规则》《市场规范管理制度》等制

度对经销商进行管理。 目前公司对经销商实施扁平化管理，对经销商未进行分级。

（8）经销商保证金的缴纳情况

经销商保证金的缴纳分为两种情形：

①经销模式

公司根据《经销商管理办法》对所有签订销售合同的经销商要求签订经销协议后一个月

内完成经销商保证金缴纳。 销售合同签约保证金的缴纳标准：每家经销商收取销售履约保证金

2万元。

②电商平台入仓

在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公司根据合约向主要电商平台客户缴纳相关保证金额，具体约定

如下：

客户 保证金缴纳条款

京东商城

公司自签订本协议

7

个工作日内，需以电汇方式向京东商城缴纳保证金；若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支付保证金的，公司认可京

东商城有权自结账款中扣除相应金额作为保证金，京东商城扣除后保证金后应向公司出具保证金收据。

唯品会 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唯品会缴纳保证金

5

万元。

苏宁易购

质量保证金收取标准为

1

万元，公司质量保证金的支付方式为现汇，应于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电汇至苏宁指定账户，如

公司未按规定支付，苏宁易购可按应支付金额的全额在最近一个账期直接账扣。

1

号店

公司同意在协议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一号店支付人民币

5

万元作为保证金至一号店指定账户，如到期未

付，一号店有权选择在任意一笔或多笔未结款项中扣除或暂停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者部分合作。

平安好医生

经双方协商一致，为保证公司向平安好医生提供的产品质量与售后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公司应于合同签

订

7

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平安好医生缴纳质量保证金

3

万元。

（9）经销商中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数量和收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中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的数量、收入金额及占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18

年度

数量（个） 金额（万元） 占比

法人单位

621 177,570.77 99.47%

非法人单位

52 949.85 0.53%

合计

673 178,520.62 100.00%

项目

2017

年度

数量（个） 金额（万元） 占比

法人单位

554 145,863.27 99.55%

非法人单位

40 653.92 0.45%

合计

594 146,517.19 100.00%

项目

2016

年度

数量（个） 金额（万元） 占比

法人单位

414 93,387.69 99.55%

非法人单位

39 424.78 0.45%

合计

453 93,812.47 100.00%

公司经销商中的非法人单位主要为个人或个体工商客户， 其在淘宝网等电商平台开设个

人网店或线下实体店铺销售公司的产品。

（10）经销商现金回款情况说明

①经销商现金回款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例

现金回款

0.00 0.00% 17.80 0.01% 24.25 0.02%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现金回款金额分别为24.25万元、17.80万元和0.00万元，占营业收入比

例分别为0.02%、0.01%和0.00%，经销商现金回款总金额较小，且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逐年下降，

2018年度已不存在经销商现金回款情况。

②经销商现金回款原因和合理性

经销商通过现金回款的主要原因是：一般情况下，经销商按照“先款后货” 的方式进行结

算。 基于提货结算方便，部分经销商在提货金额较小时直接支付现金。 报告期内，公司建立了

《资金管理办法》并予以严格执行，在现金管理方面，原则上不得使用现金收款与付款，如有特

殊情况需使用现金的需经总经理审批。 2018年度公司经销商现金回款金额为0万元。

（11）经销商第三方回款情况说明

①第三方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销商第三方回款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

比例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例

经销商实际控制人、股东、亲属或具有关

联关系的公司等关联方回款

0 0.00% 280.24 0.17% 12,522.03 11.88%

其他关联方回款

0 0.00% 20.04 0.01% 335.75 0.32%

合计

0.00 0.00% 300.28 0.18% 12,857.78 12.20%

2016-2017年度，公司经销商第三方回款金额分别为12,857.78万元、300.28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例分别为12.20%和0.18%，公司经销商第三方回款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呈下降趋势。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第三方回款情况。

②经销商第三方回款原因和合理性

a.经销商第三方回款原因、合理性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第三方回款主要原因是：公司前期的客户结算制度不够规范，同时客户

基于结算方便、资金临时性周转等因素的考虑，部分客户货款由该客户的实际控制人、股东、亲

属或具有关联关系的公司支付货款。

报告期内，公司对经销商回款逐步进行规范，第三方回款金额及其占营业收入比例逐年下

降，2018年度无第三方回款情况。

b.第三方回款的内部控制措施

针对报告期内第三方回款，发行人制定了内控制度，具体内容如下：

在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后，发行人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开票信息等相关资料，对其设立

客户档案，在系统中为其分配核算编码，并将开票信息中列示的银行账号录入系统作为其主要

结算账户进行管理。

财务部每日对银行汇款明细进行逐笔核对， 应收会计人员将对应的收款录入事先在系统

设置的客户档案账户下，若发现收款主体与系统档案主体不一致时，要求业务员与客户沟通，

同时将不符合汇款主体的款项退回客户，要求客户重新汇入。

发行人与经销商进行定期对账：发行人每月与经销商就回款情况进行对账，核对上月的往

来款发生额，就差异情况进行沟通，寻找原因并对账务进行调整，同时发行人核查是否存在第

三方回款情况。

（12）经销商销售发行人产品情况

经销模式下，公司与经销商签订年度框架合同时，与经销商约定授权产品、授权销售渠道

或授权的网店ID，经销商未经公司同意不得销售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如：酸奶机、煮蛋器、电

炖锅、电热饭盒、豆芽机、打蛋器、加湿器等公司核心产品）；但和部分经销商在签订合同时，在

遵循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并未约束同一法人主体只能专门销售公司产品，故存在部分经销商开

设其他专营店铺或其他网店销售其他品牌或类型的电器产品。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公司未与电商平台约定专门销售公司产品。

报告期内各期前十名的主要经销商是否专门销售公司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经销商名称 是否专门销售公司产品

1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否

上海智奥一号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否

2

广东哥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否

佛山市汇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否

佛山市明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否

佛山宝卡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眉山市浪漫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否

3

广东易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否

4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否

5

石家庄库巴商贸有限公司 是

石家庄米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是

6

上海荣裕贸易有限公司 否

永康市奥趣贸易有限公司 否

武汉宜家宜居商贸有限公司 是

7

广东顺德思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是

广东顺德慕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是

8

浙江曼琦贸易有限公司 否

嘉兴永维贸易有限公司 是

嘉兴慕熙电器有限公司 是

9

佛山市悠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否

佛山市爱贝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否

10

苍南县百洋贸易有限公司 是

11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 否

12

北京佳盼商贸有限公司 是

（13）发行人对经销商的出厂价以及市场零售价的制定具体方法、经销商经销价差的制定

标准

发行人对经销商的出厂价以及市场零售价(终端零售指导价)的制定具体方法、经销商经销

价差的制定标准具体原则如下：

价格类型 具体定价规则

终端零售指导价

常规产品采用需求导向定价法，入口产品采用竞争导向定价法

1

、需求导向定价法：根据产品定位、用户需求匹配满足度等，综合判断用户愿意支付的价格，控制整体销售价不高于

用户心理预期，转化用户购买动机制定终端零售指导价。

2

、竞争导向定价法：根据市场竞争状况，以竞争对手同类商品售价为参考，根据产品目标预期，综合考虑性价比制定

终端零售指导价。

经销出厂价制定

1

、常规产品：在终端零售指导价的基础上，根据产品成本、费用率、公司毛利空间、经销商毛利空间等因素，综合制定经销

出厂价。

2

、入口产品：在终端零售指导价的基础上，根据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优先考虑经销商毛利空间，再推算经销价，制定

入口产品经销出厂价。

经销代发货价制

定

经销代发货价是经销出厂价加上运费、管理费用。

平台供货价制定 在终端零售指导价的基础上，根据平台政策、费用、推广等成本，推算公司平台供货价。

5、品牌推广模式

公司重视品牌和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专设市场部负责品牌维护和推广，通过多种方式加强

品牌宣传推广。

（1）电商平台广告投放

公司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会等电商平台直接投放广告，如淘宝直通车、京东京准通

等，让客户通过关键词搜索或点击广告，引导客户浏览网络店铺。

具体情况如下：

销售模式 推广方式

线上经销 以天猫商城为例，天猫商城主要有钻石展位和直通车等推广方式。

1

、钻石展位是以图片展示为基础，精准定向为核心，面向全网精准流量实时竞价的展示推广平台；

2

、直通车产品是通过卖家设置与推广商品相关的关键词和出价，在买家搜索相应关键词时，推广商品获得展现和流

量，实现精准营销。

线上直销

电商平台入仓

以京东商城为例，公司在京东的推广投放主要分为框架广告以及京准通。

1

、框架广告投放是指公司与京东签订框架性广告合同，约定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展示广告的最低限额，并由京东负

责进行投放。

2

、京准通投放与在天猫商城投放的钻石展位和直通车业务相似，公司享有投放自主权。

电商推广费用的承担方式及其会计核算情况如下：

销售

模式

推广方式 承担方式 会计核算

线上

直销

公司通过充值或直接银行转账方式自主选择天猫平台

钻石展位、直通车以及京东平台的框架广告、京准通等

推广工具进行线上推广。

由公司承担

公司在钻石展位、直通车、京准通等线上推广产品账户

中充值金额计入其他应收款或预付账款；在平台实际发

生推广行为后，根据平台提供的推广结算单据确认费用

发生，借记销售费用，贷记其他应付款；在收到平台提供

的发票时，借记其他应付款，贷记其他应收款或预付账

款。

线上

经销

公司根据销售策略， 对经销商部分市场推广活动如淘

宝直通车、淘宝钻石展位、淘宝客、京东京准通等给予补

贴。 经销商进行市场推广活动， 须提前向公司申请；对

审批通过的市场推广活动， 公司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

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支持，对于公司主推产品，公司会

适时加大推广补贴力度。

根据公司推广

策略与经销商

按一定比例分

摊

公司在审批经销商申请的市场推广费后，预提应付市场

推广费，会计处理为：借记营业收入，贷记其他流动负

债； 在经销商下订单实际兑现已审批的市场推广费时，

先冲减预提的市场推广费，然后按照订单金额扣减本次

兑现的市场推广费后的金额确认收入，会计处理为借记

预收账款，贷：营业收入（扣减市场推广费后收入）；应交

税费。

（2）影视剧与综艺节目广告植入

公司与影视公司、电视台开展合作，通过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的广告植入进行品牌宣传。 已

植入的影视剧主要包括《我是证人》《穿越吧厨房》《时尚男人帮》《醉玲珑》等。 以《醉玲珑》

为例，公司根据剧中人物关系变化及剧情发展，在剧内不同阶段分别插入酸奶机、煮蛋器、电炖

盅和养生壶产品广告，将产品与剧情结合起来，提升品牌认知度。 公司通过影视剧与综艺节目

广告植入的宣传方式，使产品获得了用户的喜爱，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3）明星宣传

2017年3月公司与黄小厨推出联名产品“熊醒醒”早餐系列和“熊暖暖”炖养系列。 同时通

过参与黄小厨社群活动如亲子烹饪大赛、黄小厨noob市集、小厨直播和美食教学视频等，以此

宣扬美好生活理念；2017年8月以“熊抱张艺兴

2

，共创生日礼” 活动主题宣告张艺兴为小熊电器

代言。 公司通过与明星宣传合作，将其形象巧妙嵌入活动推广图中，达到了良好的推广效果。

2

张艺兴（LAY），1991年10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内地流行男歌手、影视演员。

（4）新媒体营销

公司通过优酷、土豆、微信、微博、百度和美拍等新媒体进行产品营销推广。 在庆祝品牌成

立9周年活动中，公司推出双屏观看的微电影《爱不停炖5》。《爱不停炖5》采用双屏观看模式，

在一部手机点击视频链接生成二维码，另一部手机进行扫描后，两部手机合并一起才能观看完

整视频，把“爱9在一起”的传播主题从标题转化成了互动方式。

（5）户外广告投放

在北方进入冬季并供暖开始时， 公司加湿器进入销售旺季。 2015年公司针对北方城市特

点，以电梯框架广告形式，在各楼宇社区中进行广告投放，提高了加湿器在北方的品牌知名度；

2017年国庆到“双十一”期间，公司通过在北京、广州、上海、成都和武汉等机场的LED大屏、独

立式刷屏和行李转盘刷屏中投放广告；同时，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候车亭投放广告。 通

过户外广告投放的方式提高了公司品牌知名度。

（6）论坛展会

2017年公司参加了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AWE）, 并获得 “AWE艾普兰奖-产品

奖” ；同年，公司参加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时代，新供给，新动力”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品牌论

坛，并获得了“中国品牌奖” 。 公司通过参与行业论坛及展会，为品牌带来积极正面的宣传。

6、仓储物流模式

（1）采购环节的仓储物流

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供应商负责运输至公司指定仓库。

（2）销售环节的仓储物流

①线上经销模式

线上经销代发货模式下，消费者在线上经销商的网店下单后，公司通过富润系统获取订单

信息，并根据该订单信息直接发货给最终消费者。

在经销商发货模式下，由线上经销商向公司提货并运到其指定的仓库，消费者在经销商网

店下单后由其将产品邮寄给消费者。

②电商平台入仓

在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下，公司将产品运到电商平台仓库，由电商平台统一向消费者发货。

③线上直销

在线上直销模式下，消费者在公司开设的直销网店下单后，由公司直接邮寄发货给消费者

或将产品发往第三方仓库，再从第三方仓库调取产品运送给消费者。

④线下经销

在线下经销模式下，由线下经销商向公司提货或由公司交付给经销商指定的第三方物流。

⑤出口销售

在出口销售模式下，公司将产品运输到约定的港口并交托于客户指定的船运公司。

（3）经销模式下运输费用的承担方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的经销模式为：线上经销、电商平台入仓、线下经销。 各经销模式下运

费承担方式如下：

经销模

式

项目 运费承担方式

线上

线上经销代发货 由公司直接发货给最终消费者，运费由公司承担。

线上经销非代发货 运输费由经销商承担。

电商平台入仓

公司承担发货至京东商城、唯品会、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的物流费用，电商平台承担发货至最终消

费者的物流费用。

线下 线下经销 运输费由经销商承担。

上述运输费用承担方式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4）代发货模式的货款结算流程、返利补贴计算及兑现方式与其他经销模式的差异

代发货模式的货款结算流程与其他经销模式的差异如下表：

销售模式 货款结算流程

线上经销代发货 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系统收款自动分账给公司。

线上经销自发货 先款后货

电商平台入仓模式 根据结算单结算

线下经销 先款后货

综上，代发货模式与线上经销自发货、电商平台入仓、线下经销模式的货款结算流程不一

致。

代发货模式的返利补贴计算及兑现方式与其他经销模式的差异如下表：

经销模

式

项目 毛利保护 销售返利 售后补贴及奖励 市场推广补贴

线上

线上经销

（包括自发

货和代发

货）

无

经销商完成公司当年下达

的销售目标后，公司给予其

一定比例的销售返利，返利

在经销商后续进货中以销

售折扣方式给予兑现

经销商退货率在一定

范围内， 公司给予其

一定的售后补贴及售

后奖励

公司根据销售策略， 对经销商

部分市场推广活动给予补贴，

市场推广补贴在经销商后续进

货中以销售折扣方式给予支持

电商平台入

仓

当电商平台销售公司产品

时， 当期实现的毛利率未达

到平台预期， 对于差额部分

公司以销售折扣的方式给予

补足。

无 无 无

线下 线下经销 无 与线上经销一致 与线上经销一致 与线上经销一致

综上，线上经销（包括自发货和代发货）的返利和补贴计算及兑现方式与线下经销一致，

与电商平台入仓模式不一致。

（5）代发货模式与直销模式收款和核算不存在混同从而导致收入多计、返利及补贴少记

的情形

公司代发货模式与直销模式在核算主体、收款方式方面不同，不存在收款与核算混同，具

体差异如下：

①核算主体的差异

报告期内代发货在小熊电器、小熊营销和小熊厨电核算；直销模式在瑞翌电商、悦享电商、

艾萌电商、悠想电商核算，核算主体不存在混同情形。

②收款方式的差异

代发货模式下公司主要通过支付宝自动分账方式收款， 即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

货后， 货款结算至经销商支付宝账户后随即分账到公司支付宝账户， 收款的对方单位为经销

商；直销模式下在消费者确认收货或系统默认收货后，公司平台账户直接收款，收款的对方单

位为终端消费者。

综上所述，公司代发货模式与直销模式在核算主体、收款方式方面不同，不存在收入多计、

返利及补贴少记的情形。

7、富润系统管理模式

（1）富润系统的管理模式、管理内容及流程，该信息系统与财务核算系统的关系

①富润系统管理模式

富润系统为小熊电器委托珠海富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公司” ）承建，于2012年

上线运行，小熊电器委托富润公司租用阿里云RDS服务供小熊电器内部使用，双方签订合作及

保密协议，小熊电器具有完整的系统使用权和数据所有权，富润公司负责系统运维。

②管理内容

小熊电器使用富润系统进行电商业务的开展， 对直销和线上代发货两种模式的订单进行

管理：包括：网上订单号、商品数量、价格、销售渠道、买家信息、物流发货、出库等信息的记录。

③富润系统流程

富润系统的整体流程及与电商平台和公司的IMS信息管理系统的衔接情况如下：

④与财务系统关系

富润系统与IMS信息管理系统接口直联，生成IMS销售订单后，接口传送到ORACLE-ERP

系统， 生成ORACLE-ERP的销售订单，ORACLE-ERP系统内部流转至财务核算模块进行核

算。

⑤利用该系统是否能实现对所有经销商订单、物流和信息流的管理

富润系统只对线上直销和经销商-代发货销售模式的订单、物流和信息流进行管理，这也

是该系统开发的主要目的，无法利用该系统实现对所有经销商订单、物流和信息流的管理。

（2）系统内部控制

①富润系统内控整体情况

富润系统在公司整体战略管理框架内正常运转，富润系统整体符合内部控制要求，审计期

间内未发现明显异常。

②IT一般控制

a、组织与管理控制：权责的划分和职能的分离有效。

b、操作控制：富润系统采用授权用户和权限分配的方式登陆系统，公司业务人员、财务人

员，按角色进入系统并实施操作，操作行为符合角色要求，操作内容不允许更改业务数据，操作

记录可以存档并审计，公司的操作人员不具备系统管理员权限。

c、系统安全控制：公司制订有《信息安全办法》、《系统数据风险管理办法》等制度，富润系

统部署在阿里云上，阿里云RDS服务能够提供较为安全的运行环境，系统为CS架构，系统配置

管理规范，变更有内部控制流程管理。

d、系统数据在阿里云RDS，有数据备份策略，提供数据完整性保障。

（3）富润系统上显示的代发货模式和直销模式下的发货量、营业收入与申请人账面记载

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富润系统内显示代发货模式下2017-2018年销售收入持平、但账面记载

营业收入却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富润系统上显示的代发货模式和直销模式下的营业收入与申请人账面记载差异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模式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线上经销代发

货

账面记载数据

25,092.93 22,891.50 16,810.43

富润系统数据

28,871.71 28,798.27 18,997.48

差异

-3,778.78 -5,906.77 -2,187.05

线上直销

账面记载数据

18,101.54 13,550.57 8,470.84

富润系统已取数数据

20,137.19 15,785.92 9,890.35

富润系统未取数数据（注）

2,517.72 0.00 0.00

差异

-4,553.37 -2,235.35 -1,419.51

注：富润系统未取数数据产生的原因是：2018年度获取线上直销模式的富润系统数据时，由

于取数设置字段问题，字段为“空值”的数据未获取。 经查看线上直销模式的富润系统该字段

数据、发货单等内容，确认该部分数据金额为2,517.72万元。

②造成差异原因如下：

a、收入核算口径的差异

富润系统上显示的发货量、营业收入是以发货口径为依据，而账面记载的发货量、营业收

入是以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确认条件为依据确认的数据，两者口径不一致。 一般情况下，存在富

润系统已发货但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而未确认收入的情形。

b、增值税的差异

富润系统上显示的收入是订单收入，为含税口径，账面记载的收入是不含税收入。

c、退换货数据的差异

富润系统上显示的发货量、营业收入包含了全部发货数据，财务收入确认时，会因退货原

因冲减销售收入。

以上差异造成富润系统上显示的代发货模式和直销模式下的发货量、 营业收入与发行人

账面记载存在显著差异，剔除以上影响后报告期内差异合计较小：

模式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线上经销

代发货

账面收入（万元）

25,092.93 22,891.50 16,810.43

调整后富润系统收入（万元）

24,981.60 22,582.73 17,204.74

差异（万元）

111.33 308.77 -394.31

线上经销代发货差异

/

账面收入

0.44% 1.35% -2.35%

线上直销

账面收入（万元）

18,101.54 13,550.57 8,470.84

调整后富润系统收入（万元）

18,573.26 13,140.64 8,453.29

线上直销（万元）

-471.72 409.93 17.55

线上直销差异

/

账面收入

-2.61% 3.03% 0.21%

③代发货模式下2017-2018年销售收入持平、但账面记载营业收入却持续上升的原因及合

理性

剔除影响因素后富润系统代发货模式下的销售收入与账面记载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 增长比例 收入 增长比例

剔除影响因素后富润系统销售收入

24,981.60 10.62% 22,582.73 31.26%

账面记载收入

25,092.93 9.62% 22,891.50 36.17%

如上，剔除影响因素后，代发货模式下2017-2018年富润系统销售收入与账面记载收入变

动趋势一致。

（五）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综合实力

公司成立至今专注于创意小家电的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精准把握小家电用户需求变

化，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 公司利用技术及质量优势对创意小家电市场进行开发，引导市场消

费需求。

研发设计方面，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研发体系，形成了较多的研发成果。 目前公司有400

款以上型号产品对外销售，拥有专利486项，其中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194项以及外观设计

281项。 近年公司或产品荣获“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 、“中国设计红星奖” 、“普拉格

奖” 、“AWE艾普兰奖-产品奖”等国内知名设计奖项。

序号 荣获称号 颁发机构 年度

1 2012-2013

年度中国家电行业外观设计奖 广东家电产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慧聪家电网

2013

2

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

2013

3

中国设计红星奖 中国设计红星奖委员会

2013

4

广东厨卫电器产品技术创新奖 广东省家电商会

2015

5

金麦奖

-2017

年度品质类大奖

-

家电类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淘宝天下

2017

6 AWE

艾普兰奖

-

产品奖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2017

7

全国质量检验稳定合格产品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2018

8

计量体系合格证 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9

中国设计红星奖 中国设计红星奖委员会

2018

10

第九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优胜奖 广东省工业设计协会

2018

11

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8

销售渠道方面，公司实行线上销售为主、线下销售为辅，全渠道运营的销售模式。 目前产品

已入驻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唯品会和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同时公司积极布局新兴电商

平台及线下销售渠道，充分将公司产品渗透各个渠道进行销售推广，实现全渠道运营的销售模

式。 此外，公司国外市场通过ODM/OEM方式实现境外销售。 作为行业领先的创意小家电生产

企业，公司在线上销售渠道方面具备突出优势，通过线上销售渠道布局及其他渠道的配合，实

现了对各类消费者群体的深度覆盖。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成为国内研发设计实力强、产品类型丰富、产品质量优良的创

意小家电供应商，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以及良好的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

产品销售量达1,420.90万台、2,024.30万台和2,468.76万台，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104,753.40万

元、164,161.79万元和202,775.42万元。

未来，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业务规模将不断扩大，研发能力将继续增

强，行业地位将逐步提高，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

2、公司市场排名情况

公司是一家以自主品牌“小熊”为核心，依托互联网电子商务进行销售的“创意小家电+互

联网” 企业。 在电子商务市场良好的发展趋势下，公司销售额保持较高增长。 2018年11月11日

（双十一），公司“小熊” 品牌在天猫商城酸奶机、电动打蛋器、电炖/煮粥锅、豆芽机、电热饭盒、

多士炉、煮蛋器/蒸蛋器、绞肉/碎肉机和加湿器等细分品类位列热销品牌榜排名第一

3

。 2017年

和2018年公司主要品类在天猫商城热销品牌榜分月排名情况如下：

3

排名数据来源于生意参谋。

产品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电热饭盒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酸奶机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煮蛋器

/

蒸蛋器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多士炉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电动打蛋器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加湿器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1-3

月排名第一、

4

月排名第二、

5-6

月排名第一、

7-8

月排名第二、

9-11

月排名第一、

12

月排名第二

电炖

/

煮粥锅

1-7

月排名第二、

8

月排名第一、

9-12

月排名第二

1

月排名第二、

2-12

月排名第一

养生

/

煎药壶

1-10

月排名第一、

11

月排名第二、

12

月排名第一 全年各月均排名第一

绞肉

/

碎肉机

1-2

月排名第三、

3-6

月排名第二、

7-12

月排名第一

1-7

月排名第一、

8

月排名第二、

9-12

月排名第一

3、发行人的主要竞争对手 (下转 A3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