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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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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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聲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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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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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數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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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18,303,785,340.27 13,934,855,063.93 31.3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266,233,233.32 218,041,374.16 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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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128,675.02 133,465,991.53 39.46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202,583,768.60 -52,228,509.71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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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0 0.16 25.00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0 0.16 25.0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54 2.2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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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5,101,447.47 55,948,549,486.98 -1.7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人民幣元） 10,596,107,827.23 10,342,355,185.33 2.45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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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1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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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的政府補助除

外） 

49,974,703.20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13,569,37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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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80,236.86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16,729,066.77  

减：所得稅影響額 15,915,444.37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5,003,575.93  

合計 80,104,558.30 -- 

（三）主要會計數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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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內到期的非

流動資產 
2,923,372,666.66 2,210,937,867.57 32.22 

主要系一年內到期的定期存款增加所

致 

合同負債 1,538,519,406.67 1,147,112,513.32 34.12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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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3,785,340.27 13,934,855,063.93 31.35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

電株式會社所致 

營業成本 14,912,770,352.34 11,046,748,947.92 35.00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

電株式會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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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費用 423,238,658.45 171,656,164.57 146.56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

電株式會社所致 

研發費用 514,377,492.05 379,154,264.86 35.66 
主要系研發投入增加及並表三電株式

會社所致 

投資收益 142,873,766.63 33,908,652.85 321.35 主要系並表三電株式會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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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42,829,243.10 10,618,654,036.04 38.84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

電株式會社所致 

購買商品、接受

勞務支付的現金 
11,766,765,713.43 7,944,948,963.06 48.10 

主要系報告期公司規模增長及並表三

電株式會社所致 

收到其他與籌資

活動有關的現金 
232,035,595.09 17,464,303.78 1,228.63 主要系報告期票據保證金變動所致 

償還債務支付的

現金 
790,117,447.07 22,000,000.00 3,491.44 主要系報告期子公司償還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潤

或償付利息支付

的現金 
539,842,372.12 154,839,766.81 248.65 主要系報告期子公司分紅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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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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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或凍結情

况 

股份狀態 數量 

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 境內一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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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 89,0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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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 6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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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 13,347,832  0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二組合 其他 0.97% 13,240,636  0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興

和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其他 0.87% 11,874,999  0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三組合 其他 0.81% 10,9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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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4% 7,346,681 0   

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前 10 名無限售條件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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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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63,567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7,763,567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註 2

  89,020,200  人民幣普通股  89,02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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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6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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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47,832  人民幣普通股  13,347,832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二組合  13,240,636  人民幣普通股  13,240,636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夏興和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11,874,999  人民幣普通股  11,874,999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三組合  10,999,925  人民幣普通股  10,999,925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瑞文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7,346,681  人民幣普通股  7,346,681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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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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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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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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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爲代慧忠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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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