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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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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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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三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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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本報告期比上年
年初至報告期末
同期增減（%）

本報告期

年初至報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減
（%）

17,643,390,799.61

28.04

50,067,205,510.08

43.6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311,058,053.59

-37.66

926,433,145.39

-7.56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
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224,793,618.33

-48.02

679,578,059.11

-11.02

3,493,522,034.65

-14.96

0.68

-8.11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

——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3

1

-37.84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項目

-37.84

3.08 下降 2.40 個百分點

本報告期末

0.68

-8.11

下降 1.92 個百
9.23
分點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

上年度末

總資產（人民幣元）

54,814,699,856.18

41,811,635,813.53

31.1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
元）

10,246,694,301.97

9,779,115,580.43

4.78

說明：本公司已完成並購三電控股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三電控股”）的相關審批手續及股權款支付，按
照《企業會計準則第 20 號-企業合併》從 2021 年 5 月 31 日起將三電控股納入本公司合併報表範圍，本報
告期末的資產負債表已包含三電控股資產負債表數據，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包含三電控股 2021 年 6-9 月報
表數據。若不考慮並表三電控股影響，本公司前三季度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 30%，實現歸屬于上市公司
股東的淨利潤同比增長 6%。其中本公司並表子公司青島海信日立空調系統有限公司繼續保持良好經營態
勢，2021 年前三季度營業收入、淨利潤同比增長均超過 30%。本公司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尤其是在家電智
能化方面投入持續提升，2021 年 1-9 月研發費用同比大幅增長 53%，助力本公司產品競爭力穩步提升，支
撐營業收入長期穩步增長。面對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等不利因素影響，本公司持續強化提效降本工作，2021
年第三季度可比口徑整體毛利率環比 2021 年第二季度提升 1.74 個點。同時，積極開拓海外市場，2021 年
1-9 月出口收入同比增長 58.6%，公司將借助海信成為 2022 年卡塔爾世界杯官方贊助商的契機，持續發力
體育營銷，積極拓展銷售規模，努力實現規模與效益雙增長。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本報告期金額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包括已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
沖銷部分）

5,747,267.96

10,532,800.1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
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
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65,087,832.49

255,487,239.72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19,011,412.37

65,283,859.90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1,680,832.68

-53,468,322.47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
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
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19,406,110.75

25,011,992.96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949,088.96

19,296,130.72

減：所得稅影響額

11,353,556.36

50,455,709.48

6,004,710.31

24,832,905.20

86,264,435.26

246,855,086.2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合計

說明

--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的具體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 1 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益項目界定
為經常性損益項目的情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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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 √ 不適用
公司不存在將《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釋性公告第 1 號——非經常性損益》中列舉的非經常性損
益項目界定為經常性損益的項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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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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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押或凍結情况
售條件的
股份數量 股份狀態 數量

境內非國有
法人

37.92%

516,758,670

境外法人

33.59%

457,763,567

境外法人

5.59%

76,1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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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

65,000,000

0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興遠優選
12 個月持有期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1.24%

16,927,141

0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二組合

其他

0.97%

13,240,636

0

寧波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均衡策略
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56%

7,566,557

0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文混合
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34%

4,616,547

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週期優勢
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31%

4,287,930

0

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1

註2

張少武

0

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持有無限售
條件股份數量

股東名稱
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

股份種類
股份種類

數量

516,758,670

人民幣普通股

516,758,670

457,763,567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763,567

76,115,542

人民幣普通股

76,11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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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65,000,000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興遠優選 12 個月持有期
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16,927,141

人民幣普通股

16,927,141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注1

注2

3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二組合

13,240,636

人民幣普通股

13,240,636

寧波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均衡策略混合型證券投資
基金

7,566,557

人民幣普通股

7,566,557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文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4,616,547

人民幣普通股

4,616,547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週期優勢混合型證券投資
基金

4,287,930

人民幣普通股

4,287,930

以上股東之間，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與海信（香港）
有限公司存在關連關係，與其他股東不存在關連關係，
也不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
人，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興遠優選 12 個月持有
期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寧波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國
均衡策略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國週期優勢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的管理人均為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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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東關連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 10 名股東參與融資融券業務情況說明（如有）

無。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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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多個帳戶參與者所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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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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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參與者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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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產負債表項目
交易性金融資產

期末金額

期初金額

增減比例
（%）

主要系報告期末未到期理財產品增加所
致

4,879,487,260.40

2,620,898,474.73

332,601,683.15

548,498,540.36

5,683,069,417.20

4,241,240,626.01

預付款項

308,146,088.50

224,425,215.31

37.30 主要系預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應收款

693,419,546.30

398,205,694.16

74.14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存貨

6,402,443,415.43

4,295,262,485.11

49.06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資
產

1,280,010,000.00

長期股權投資

1,642,304,970.37

應收票據
應收款項融資

86.18

變動原因

-39.36 主要系報告期末票據質押減少
34.00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不適用 主要系一年內到期的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523,754,3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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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6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投資性房地產

247,774,725.68

36,648,535.29

在建工程

735,697,149.44

228,887,385.20

使用權資產

219,617,205.92

68,097,563.78

222.50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商譽

206,775,658.90

132,571,746.36

55.97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短期借款

2,651,640,702.23

22,026,317.50

11,938.51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應付帳款

10,516,684,963.18

7,291,829,266.10

44.23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隨規模增長
相應採購額增加及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2,825,538,388.50

2,011,559,493.31

40.47

主要系報告期末應付股利增加及並表三
電控股所致

197,727,188.55

29,562,279.68

7,168,263,433.22

4,339,380,802.73

租賃負債

442,482,679.96

28,356,873.04

長期應付職工薪酬

141,291,933.10

預計負債

845,473,452.25

483,878,615.22

74.73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遞延收益

159,091,583.92

99,076,794.22

60.57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6,234,527.09

74,465,181.93

150.10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其他非流動負債

171,390,528.83

其他應付款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
債
其他流動負債

其他綜合收益

利潤表項目

51,589,572.96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
額

576.08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221.42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及技改投資增加所
致

568.85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65.19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電
控股所致

1,460.41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不適用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不適用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37,578,293.42

上期金額

37.29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增減比例
（%）

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50,067,205,510.08

34,865,990,148.41

43.60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營業成本

39,461,118,532.29

26,614,627,242.85

48.27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管理費用

871,344,960.74

486,262,310.00

79.19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研發費用

1,369,191,737.97

895,047,090.83

52.97 主要系研發投入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47,832,344.20

-88,438,420.87

不適用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其他收益

371,898,115.73

219,520,837.47

69.41

主要系本報告期收到的政府補助增加所
致

投資收益

228,821,902.16

124,325,574.32

84.05

主要系按權益法核算的長期股權投資收
益增加所致

現金流量表項目
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
的現金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
額

上期金額

增減比例
（%）

變動原因

35.01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38,114,936,553.17

28,232,092,745.11

1,788,085,826.94

1,063,208,139.93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
的現金

25,710,524,460.16

17,413,975,118.40

47.64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有
關的現金

5,558,098,158.52

3,725,218,638.74

49.20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有
關的現金

13,374,588,124.74

8,567,031,261.05

56.12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
和其他長期資產支付的
現金

861,773,672.39

340,150,674.37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有

14,568,068,788.83

10,870,000,000.00

收到的稅費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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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8 主要系報告期收到的退稅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報告期理財及定期存款到期收
回增加及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153.35 主要系增加技改投入所致
34.02 主要系本報告期購買理財及新增定期存

關的現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款增加所致
2,998,528,841.16

270,000,000.00

886,033,024.94

88,237,087.92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2,523,713,638.40

37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潤或償付利
息支付的現金

1,343,052,161.88

974,639,945.05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
關的現金

1,010.57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904.15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及票據保證金變動
所致

582.08 主要系並表三電控股所致
37.80 主要系本報告期分紅增加所致

（二）財務報表調整情況說明
2021 年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調整首次執行當年年初財務報表相關項目情況
□ 適用 √ 不適用

2021 年起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追溯調整前期比較數據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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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慧忠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1年10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代慧忠先生、賈少謙先生、林瀾先生、費立成先生及夏
章抓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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