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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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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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紅桃女士及會計機構負責人周敏女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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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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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4,855,063.93 7,585,620,733.19 83.7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218,041,374.16 43,550,392.57 4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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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65,991.53 -37,404,936.92 不適用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52,228,509.71 51,278,516.92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6 0.03 4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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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6 0.03 433.33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21 0.50 
上升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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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93,004,324.42 41,811,635,813.53 7.6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人民幣元） 9,988,437,445.53 9,779,115,580.4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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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2,2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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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09,764.53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10,940,4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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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

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

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其他債權投資取得

的投資收益 

15,457,972.6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5,987,842.57  

减：所得稅影響額 13,141,720.13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6,891,098.37  

合計 84,575,38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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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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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內非國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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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 457,684,06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境外法人 4.63% 63,12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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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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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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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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 9,53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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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684,069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684,069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63,128,363 人民幣普通股 63,12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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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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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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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37,457 人民幣普通股 9,53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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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683,217.05 548,498,540.36 108.51 主要系本報告期票據回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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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6,062,191,820.13 4,295,262,485.11 41.14 
主要系隨銷售規模增加，存貨佔用相應

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350,288,212.70 228,887,385.20 53.04 主要系增加技改投入所致 

短期借款 500,599,477.28 22,026,317.50  2,172.73 
主要系報告期末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營業收入 13,934,855,063.93 7,585,620,733.19 83.70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以及公司加強管理，經營回升所

致 

營業成本 11,046,748,947.92 6,026,946,359.10 83.29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稅金及附加 81,174,523.17 43,895,861.24 84.93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銷售費用 1,822,596,328.45 1,087,667,447.83 67.57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研發費用 379,154,264.86 275,527,711.33 37.61 主要系研發投入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62,124,364.53 -43,337,159.50 不適用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 169,320,214.24 53,330,896.78 217.49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少數股東損益 268,204,046.41 45,415,753.21 490.55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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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8,654,036.04 7,742,250,847.74 37.15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以及公司加強管理，經營回升所

致 

收到的稅費返還 537,687,693.62 275,134,326.98 95.43 主要系收到的出口退稅增加所致 

購買商品、接受

勞務支付的現金 
7,944,948,963.06 5,747,596,862.32 38.23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支付給職工以及

為職工支付的現

金 
1,524,259,017.94 1,163,596,013.44 31.00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支付的各項稅費 571,519,325.57 354,213,519.68 61.35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支付其他與經營

活動有關的現金 
1,385,633,673.24 875,724,224.19 58.23 

主要系同期受疫情影響導致對比基數

偏低所致 

取得投資收益收

到的現金 
10,940,410.96 20,697,764.37 -47.14 主要系到期理財產品減少所致 

購建固定資產、

無形資產和其他

長期資產支付的

現金 

245,075,023.54 91,719,408.68 167.20 主要系增加長期資產投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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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與投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2,430,629,567.00 2,950,000,000.00 -17.61 

主要系本報告期購買理財及新增定期

存款減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現金 
500,000,000.00 270,000,000.00 85.19 

主要系本報告期子公司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分配股利、利潤

或償付利息支付

的現金 
154,839,766.81 3,206,659.22 4,728.69 主要系本報告期子公司分配股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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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日，本公司與三電控股株式會社（以下簡稱“三電控股”）共同簽署了《股份購買協議》， 

在三電控股ADR債權人大會同意三電控股的事業再生計畫（其中包括免除ADR債務等內容）的前提下，本

公司擬於交割日以每股256日元的價格認購三電控股定向增發的83,627,000股普通股股份，總認購價約為

214.09億日元，此外，本公司對三電控股扣除上述經批准免除債務後的剩餘ADR債務提供連帶責任擔保。

股份購買協議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3月1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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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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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000.00 278,000.00 0.00 

合計 328,000.00 27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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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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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民幣萬元 

衍生品

投資操

作方名

稱 

關連

關係 

是

否

關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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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81.43 

2021 年 1

月 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43,481.43  25,938.36 18,563.57   50,856.22 5.09 324.55 

合計 43,481.43 -- -- 43,481.43 25,938.36  18,563.57    50,856.22 5.09 3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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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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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84 萬元，投資收益 635.39 萬元，

合計損益 3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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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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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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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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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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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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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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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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