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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2020 年第三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VA

部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和第13.10B條之規定作出。 

一、 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本報告所載資料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承擔個別及連帶法律責任。 

2、本公司負責人湯業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梁紅桃女士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
人員）周敏女士聲明：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3、全體董事均出席了審議批准 2020 年第三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財務報表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5、本公司的資産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的全文已刊載於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披
露網站： http://www.cninfo.com.cn。 

二、主要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 

公司是否需追溯調整或重述以前年度會計數據 

□ 是  √ 否 

項目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減(%) 

總資產（人民幣元） 38,126,068,987.60 33,990,663,543.85 12.1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人民幣元） 9,189,589,559.52 8,721,593,732.62 5.37 

項目 本報告期 

本報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減(%) 

年初至報告期末 

年初至報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13,779,290,339.14  70.96  34,865,990,148.41  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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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498,939,918.50 28.19 1,002,247,433.91 -25.70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432,463,165.96  97.34  763,724,532.66  -30.44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 - 4,108,185,686.05   65.40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37  27.59  0.74  -25.25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37  27.59  0.74  -25.2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5.48  
0.65 個 

百分點 
11.15  

-6.04 個 

百分點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益（包括已計提資産减值準備的沖銷部分） -1,147,985.51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企業業務密切相關，按照國家統一

標準定額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176,366,164.43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73,318,547.9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49,172,887.45  

减：所得稅影響額 33,864,239.9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5,322,473.06  

合計 238,522,901.25 -- 

三、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 23,143 
報告期末表決權恢復的

優先股股東總數（如有） 
0 

前 10 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持股比例 持股數目 

持有有限

售條件的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况 

股份狀態 數量 

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37.92%  516,758,670  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註 1

 境外法人 33.58% 457,651,06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境外法人 4.72% 64,257,766 0   

上海高毅資產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高毅鄰山 1 號遠望基金 
其他 2.79% 38,000,000 0   

中央匯金資産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1.95% 26,588,700 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

锋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5% 15,672,736 0   



 

3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發

高端製造股票型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90% 12,267,641 0   

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成長優

選兩年封閉運作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

資基金
註 3

 

其他 0.46% 6,218,850 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裕隆靈

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註 3

 
其他 0.44% 5,939,244 0   

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 

條件股份數量 

股份種類 

股份種類 數量 

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 516,758,670 人民幣普通股 516,758,67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註 1

 457,651,069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651,06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64,257,766 人民幣普通股 64,257,766 

上海高毅資產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高毅鄰山 1

號遠望基金 
38,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38,000,000 

中央匯金資産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26,588,700 人民幣普通股 26,588,70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时代先锋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5,672,736 人民幣普通股 15,672,736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廣發高端製造股票型

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 
12,267,641 人民幣普通股 12,267,641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成長優選兩年封閉運

作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註 3

 
6,218,850 人民幣普通股 6,218,850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裕隆靈活配置混合型

證券投資基金
註 3

 
5,939,244 人民幣普通股 5,939,244 

註 1：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為本公司 H 股非登記股東所持股份的名義持有人，持有的股份乃

代表多個賬戶參與者所持有，其中海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的一致行動人，截至報告期期
末合計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12,445.20 萬股，占本公司股份總數的 9.13%。 

註 2：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為通過深股通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非登記股東所持股份的名義持有人，持

有的股份乃代表多個賬戶參與者所持有。  

註 3：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成長優選兩年封閉運作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中國農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裕隆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人均為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外，公司概不知悉其他股東間是否存在關連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
人。 

四、重要事項 

（一）報告期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發生變動的情况及原因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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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元 

資産負債表項目 期末金額 期初金額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交易性金融資產 3,051,369,725.00  2,120,000,000.00  43.93 
主要系報告期末投資理財增加所

致 

其他非流動資產 3,620,436,334.41  2,148,329,801.65 68.52 
主要系報告期末定期存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  100,083,424.66 -100.00 
主要系報告期末子公司短期借款

到期歸還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管理費用 486,262,310.00  362,450,465.12  34.16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青島海信日

立空調系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研發費用 895,047,090.83  577,277,776.16  55.05 
主要系研發投入增加及本報告期

包含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財務費用 -88,438,420.87  20,196,288.36  不適用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資收益 124,325,574.32  776,197,880.25  -83.98 
主要系同期海信日立利潤按權益

法核算列示在投資收益所致 

營業外收入 115,891,017.16  76,868,196.32  50.77 
主要系本報告期收到的政府補助

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 421,582,055.94  138,610,313.54  204.15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現金流量表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額 
上期金額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

收到的現金 
28,232,092,745.11  20,123,036,276.34  40.30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

支付的現金 
17,413,975,118.40  12,461,364,757.36  39.74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支付的各項稅費 1,494,622,657.43  922,489,688.99  62.02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

金 
27,930,000.00  1,055,036,600.00  -97.35 

主要系同期海信日立按權益法核

算,同期包含海信日立分紅所致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

的現金 
73,318,547.91  25,821,780.81  183.94 

主要系本期收到理財投資收益增

加所致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8,567,031,261.05  5,349,389,197.39  60.15 

主要系本報告期理財及定期存款

到期收回增加所致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

資產和其他長期資

產支付的現金 

340,150,674.37  190,148,883.24  78.89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10,870,000,000.00  3,990,000,000.00  172.43 

主要系本報告期購買理財及新增

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

付利息支付的現金 
974,639,945.05  436,720,006.86  123.17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

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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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與籌資活

動有關的現金 
1,177,699,994.80  848,189,982.80  38.85 

主要系本報告期開具銀行承兌匯

票所需質押的保證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項進展情况及其影響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2020 年 5 月 28 日，本公司接到海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信集團”）轉來的青島市人民政府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青島市國資委”）《關於印發〈海信集團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實施

方案〉的通知》（青國資委[2020]77 號），海信集團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本公司間接控股股東青島海信電

子產業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信電子控股”）為主體，通過在青島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增資

擴股，引入具有產業協同效應、能助力海信國際化發展的戰略投資者，形成更加多元化的股權結構和市場

化的公司治理結構，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於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以及巨潮資

訊網（www.cninfo.com.cn）發佈的《關於間接控股股東擬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編號：

2020-035）。 

2020 年 10 月 23 日，本公司收到海信電子控股通知，海信電子控股已委託青島產權交易所公開徵集戰

略投資者。青島產權交易所於 2020 年 10 月 23 日發佈公告，項目名稱：青島海信電子產業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增資 4150 萬股股份，項目編號：QD2020DF500005，掛牌起止日期為 2020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具體內容詳見本公司於 2020 年 10 月 24 日在《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以及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發佈的《關於間接控股股東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進展公告》（公告編號： 

2020-069）。 

股份回購的實施進展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採用集中競價方式減持回購股份的實施進展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三）本公司實際控制人、股東、關連方、收購人以及公司等承諾相關方在報告期內超期未

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本公司報告期不存在本公司實際控制人、股東、關連方、收購人以及本公司等承諾相關方在報告期內超期

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四）委託理財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萬元 

具體類型 委託理財的資金來源 委託理財發生額 未到期餘額 逾期未收回的金額 

銀行理財產品 自有資金 348,000.00 305,000.00 - 

合計 348,000.00 305,000.00 - 

單項金額重大或安全性較低、流動性較差、不保本的高風險委託理財具體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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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 √ 不適用  

委託理財出現預期無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導致減值的情形 

□ 適用 √ 不適用  

（五）衍生品投資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萬元 

衍生

品投

資操

作方

名稱 

關聯

關係 

是

否

關

聯

交

易 

衍生品

投資類

型 

衍生品

投資初

始投資

金額 

起始日

期 

終止日

期 

期初投

資金額 

報告期內

購入金額 

報告期內

售出金額 

計提

减值

準備

金額

（如

有） 

期末投資

金額 

期末投

資金額

佔公司

報告期

末淨資

産比例

(%) 

報告期

實際損

益金額 

銀行 無 否 
遠期外

匯合約 
- 

2020 年

1月 1日 

2020年9

月 30 日 
-  72,881.08 31,517.49 -  41,363.59 4.50 15.28 

合計 -   -  72,881.08 31,517.49 -  41,363.59 4.50 15.28 

衍生品投資資金來源 出口收匯 

涉訴情况（如適用） 不適用 

衍生品投資審批董事會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2020 年 4 月 14 日 

衍生品投資審批股東會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適用 

報告期衍生品持倉的風險

分析及控制措施說明（包

括但不限於市場風險、流

動性風險、信用風險、操

作風險、法律風險等） 

本公司從事的衍生品業務主要是為了防範外銷應收款的匯率波動風險而做的遠期外匯合

約。通過在合理區間內鎖定匯率以達到套期保值作用。本公司已制訂了《外匯管理流程

及辦法》以及《遠期外匯資金交易業務內部控制制度》，明確規定了從事衍生品業務需遵

循的基本原則、操作細則、風險控制措施、內控管理等。在實務管理方面，在衍生品業

務管理辦法基礎上對衍生品業務採取事前、事中、事後的全程管理。 

已投資衍生品報告期內市

場價格或産品公允價值變

動的情况，對衍生品公允

價值的分析應披露具體使

用的方法及相關假設與參

數的設定 

本公司對衍生品公允價值的核算主要是報告期本公司與銀行簽訂的遠期結售匯交易未到

期合同，根據期末的未到期遠期結售匯合同報價與遠期匯價的差異確認為交易性金融資

產或負債。報告期內本公司確認衍生品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136.47 萬元，投資收益-121.19

萬元，合計損益 15.28 萬元。 

報告期本公司衍生品的會

計政策及會計核算具體原

則與上一報告期相比是否

發生重大變化的說明 

報告期內本公司衍生品業務的會計政策及會計核算具體原則與上一報告期相比未發生重

大變化。 

獨立董事對本公司衍生品

投資及風險控制情况的專

項意見 

獨立董事意見：本公司開展外匯衍生品業務有利於公司防範匯率波動風險；公司制定了

《遠期外匯資金交易業務內部控制制度》，通過加強內部控制，提升本公司外匯風險管理

能力，採取的針對性風險控制措施可行。 

本季度報告分別以中文、英文編製，發生歧義時，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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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0年10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爲湯業國先生、賈少謙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段

躍斌先生及費立成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