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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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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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負責人代慧忠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高玉玲女士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
人員）詹巧玲女士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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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第三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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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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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8,596,599.71 6.09 57,025,835,298.56 13.9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449,622,342.46 44.55 1,069,856,609.92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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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348,485.85  54.52  775,420,902.89  14.1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4,112,665,147.87 17.72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33 43.48  0.79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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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33 43.48  0.79 16.18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4.11 上升 1.03個百分點  9.93 
上升 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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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64,948,014.37 55,948,549,486.98 -0.33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

元） 
11,163,835,980.94 10,342,355,185.33 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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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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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4,906.17 -1,516,93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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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19,495.72 173,323,944.48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53,893,635.24 111,546,2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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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4,235.15 38,726,813.67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62,395,184.35  101,867,791.99  

減：所得稅影響額 35,296,311.63 77,030,343.14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4,728,818.09 52,481,830.77  

合計 102,273,856.61 294,435,7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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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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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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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63,56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境外法人 5.04% 68,66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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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 11,069,932 0   

挪威中央銀行－自有資金 其他 0.54% 7,411,5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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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四組合 其他 0.37% 5,000,000 0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三零七組合 其他 0.27% 3,655,300 0   

領航投資澳洲有限公司－領航新興市場

股指基金(交易所) 
其他 0.26% 3,530,027 0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匯添富品

牌驅動六個月持有期混合型證券投資基

金 

其他 0.25% 3,427,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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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 457,763,567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763,56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注 2 68,661,472 人民幣普通股 68,66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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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9,932 人民幣普通股 11,069,932 

挪威中央銀行－自有資金 7,411,568 人民幣普通股 7,411,568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四組合 5,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5,000,000 

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三零七組合 3,655,300 人民幣普通股 3,655,300 

領航投資澳洲有限公司－領航新興市場股指基金(交易

所) 
3,530,027 人民幣普通股 3,530,027 

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匯添富品牌驅動六個月持

有期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3,427,626 人民幣普通股 3,427,626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以上股東之間，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與海信（香港）

有限公司存在關聯關係，與其他股東不存在關聯關係，

也不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中規定的一致行動

人。除上述外，公司概不知悉其他股東間是否存在關聯

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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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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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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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金額 期初金額 
增減比例

（%） 
變動原因 

交易性金融資產 7,446,321,415.89 5,625,841,633.95 32.36 
主要系報告期末未到期理財產品增加所

致 

應收款項融資 6,327,260,830.08 3,669,679,060.94 72.42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預付款項 197,190,503.91 346,069,599.65 -43.02 主要系預付材料款減少所致 

其他流動資產 1,220,388,451.11 2,908,448,659.96 -58.04 
主要系定期存款結構變化，一年內定期存

款減少所致 

短期借款 1,387,742,066.76 2,858,984,229.49 -51.46 
主要系報告期末子公司銀行借款減少所

致 

其他綜合收益 129,414,636.66 93,569,998.57 38.31 
主要系匯率變動形成的外幣報表折算差

額增加所致 

利潤表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

額 
上期金額 

增減比例

（%） 
變動原因 

管理費用 1,353,516,016.13 871,344,960.74 55.34 主要系並表三電公司所致 

財務費用 -95,385,405.64 -47,832,344.20 不適用 主要系匯兌收益增加所致 

投資收益 427,460,084.89 228,821,902.16 86.81 
主要系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及並表三

電公司所致 

資產減值損失 -88,780,019.68 -29,355,133.88 不適用 主要系並表三電公司所致 

營業外收入 218,507,475.26 106,549,895.42 105.08 主要系並表三電公司所致 

營業外支出 63,129,748.47 17,678,422.42 257.10 主要系並表三電公司所致 

現金流量表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

額 
上期金額 

增減比例

（%） 
變動原因 

收到的稅費返還 2,329,825,859.86 1,788,085,826.94 30.30 主要系並表三電公司所致 

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

支付的現金 5,861,142,944.08 4,036,447,290.42 45.21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電

公司所致 

支付的各項稅費 2,635,074,797.23 1,925,594,994.50 36.84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電

公司所致 

取得投資收益收到的現

金 145,424,642.74 65,283,859.90 122.76 主要系報告期收到理財收益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1,043,026,866.50 2,998,528,841.16 -65.22 主要系報告期子公司銀行借款減少所致 

收到其他與籌資活動有

關的現金 1,206,138,792.55 886,033,024.94 36.13 主要系報告期子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與籌資活動有

關的現金 441,380,466.17 17,303,730.65 2,450.78 主要系報告期子公司償還借款所致 

（二）財務報表調整情況說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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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起首次執行新租賃準則追溯調整前期比較數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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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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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代慧忠先生、林瀾先生、賈少謙先生、費立成先生、夏

章抓先生及高玉玲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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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