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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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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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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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魯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梁紅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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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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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會計政策變更及會計差錯更正等追溯調整或重述以前年度會計數據 

□ 是  √ 否 

項目 本報告期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7,585,620,733.19  8,686,763,509.65  -12.6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43,550,392.57  421,644,890.03  -89.67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

的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37,404,936.92  390,578,128.46  不適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51,278,516.92  219,895,563.30  -76.68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03  0.31  -9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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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03  0.31  -90.3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50  5.57  
下降 5.07 個 

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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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48,515,955.91 33,990,663,543.85 -2.4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人民幣元） 8,754,788,164.11 8,721,593,732.62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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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38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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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702,920.38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20,697,764.37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1,034,519.33  

减：所得稅影響額 14,965,489.41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6,961,001.78  

合計 80,955,32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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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7 

前 10 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本總

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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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5% 457,193,069 0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境外法人 2.33% 31,7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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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滙豐晉信大盤

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90% 12,32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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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11,553,288 0   

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東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0.47% 6,383,543 0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時成長 其他 0.46% 6,218,8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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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選兩年封閉運作靈活配置混合型證

券投資基金
註 3

 

國泰君安證券資管-光大銀行-國泰君

安君得明混合型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其他 0.35% 4,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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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193,069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193,06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31,721,103 人民幣普通股 31,7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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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滙豐晉信大盤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2,321,501 人民幣普通股 12,32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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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3,288 人民幣普通股 11,553,288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東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6,383,543 人民幣普通股 6,38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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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泰君安證券資管-光大銀行-國泰君安君得明混合型集合資

產管理計劃 
4,740,000 人民幣普通股 4,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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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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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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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票據 733,378,588.13 1,095,849,666.16 -33.08 主要系本報告期票據回款減少所致 

其他非流動資產 2,864,295,232.34 2,148,329,801.65 33.33 主要系報告期末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70,491,791.68 100,083,424.66 270.18 主要系報告期末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應付職工薪酬 408,726,404.37 620,495,237.41 -34.13 
主要系本報告期規模下降導致期末應付職

工薪酬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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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綜合收益 15,962,540.27 26,318,501.35 -39.35 
主要系本報告期確認的聯營公司其他權益

變動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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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金及附加 43,895,861.24 70,302,584.85 -37.56 
主要系本報告期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

附加減少所致 

管理費用 167,943,577.38 122,628,797.65 36.95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青島海信日立空調系

統有限公司(「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研發費用 275,527,711.33 175,400,225.39 57.09 系研發投入增加所致 

投資收益 26,354,734.00 196,479,330.06 -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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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19,333.15 11,861,786.54 317.47 主要系本報告期收到的政府補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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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2,250,847.74 5,907,524,074.58 31.06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購買商品、接受勞

務收到的現金 
5,747,596,862.32 4,091,890,423.25 40.46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

職工支付的現金 
1,163,596,013.44 893,433,079.07 30.24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據所致 

收到的其他與投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2,538,707,519.43 460,000,000.00 451.89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據及理財

到期收回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與投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2,950,000,000.00 300,000,000.00 883.33 

主要系本報告期包含海信日立數據及購買

理財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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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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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理財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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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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000.00  219,000.00  0.00  

合計 237,000.00  219,0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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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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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2020年1

月 1 日 

2020年3

月 31 日 
0.00  16,729.95  1,417.02    15,312.93  1.75  -113.84  

合計 0.00 -- -- 0.00  16,729.95  1,417.02    15,312.93  1.75  -1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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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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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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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資金業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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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交易性金融資産或負

債。報告期內本公司確認衍生品公允價值變動收益-116.12萬元，投資收益 2.28萬元，合計損

益-113.8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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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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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期外匯資金交易業務內部控制制度》，通過加强內部控制，提升本公司外匯風險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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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意見 力，採取的針對性風險控制措施可行。 

（六）財務報表調整情況說明 

1、2020 年起首次執行新收入準則、新租賃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2、2020 年起首次執行新收入準則、新租賃準則追溯調整前期比較數據的說明 

□ 適用 √ 不適用  

本季度報告分別以中文、英文編製，發生歧義時，以中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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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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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