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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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內容而産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KELON ELECTRICAL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2011 年第一季度報告 

本公告乃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之規定作出。 

§1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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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虛

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

責任。 

1.2沒有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 2011年第一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

無法保證或存在異議。 

1.3全體董事均出席了會議。 

1.4本公司 2011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1.5 本公司董事長湯業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會計機構負責人劉春新女士聲明：保

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完整。 

1.6 本公司的資産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的全文已刊載于深圳證券交易所指定之信息

披露網站：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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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人民幣）元 

項目 2011年 3月 31日 2010年 12月 31日 增减幅度 

總資産（元） 8,933,932,333.09 8,018,968,919.84 11.41%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者權益

（元） 
648,142,861.43 541,241,410.07 19.75% 

股本（股） 1,354,054,750.00 1,354,054,750.00 0.00%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淨資産

（元/股） 
0.48 0.40 19.75% 

項目 2011年 1-3月 
2010年 1-3月 增减幅度 

調整前 調整後 調整後 

營業總收入（元） 4,630,501,996.45 2,815,866,334.26 3,720,974,944.40 24.44% 
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元） 106,331,643.67 45,298,818.84 98,758,962.50 7.67%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元） -267,320,687.73 15,573,729.17 49,887,349.22 不適用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元/股） 
-0.20 0.02 0.04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5 0.0457 0.0759 3.4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785 0.0457 0.0759 3.47%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17.88%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平均淨

資産收益率（%） 
13.22%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注：2010 年度，本公司向特定對象發行股份（A股）購買資産暨關聯交易業務完成，按照《企業會計準則》

的相關規定，對財務會計報表的同期數進行了追溯調整。 

 

單位：（人民幣）元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 2011年 1-3月金額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益 21,483,707.30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與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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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2,780.33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1,261,988.89 
非經常性損益合計 28,968,476.52 
减：少數股東損益影響金額 327,126.28 
减：所得稅的影響數 956,410.08 
扣除所得稅和少數股東損益後非經常性損益合計 27,684,940.16 

 

 

2.2 報告期末股東總人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况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34916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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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名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457,535,208 

 

境外上市外資股 

中國華融資産管理公司 32,9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鵬華價值優勢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3,046,489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博時策略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6,999,733 人民幣普通股 

裕陽證券投資基金 6,199,673 人民幣普通股 

張少武 6,08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農業銀行－博時創業成長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4,982,521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工商銀行－諾安靈活配置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 3,780,227 人民幣普通股 

西安卓群投資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3,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建設銀行－博時特許價值股票型證券投資基金 1,908,341 人民幣普通股 

注：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乃代表多個賬戶參與者所持有。 

§3 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大幅度變動的情况及原因 

√適用 □ 不適用 

資産負債表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期末金額 期初金額 增减額 增减比例（%） 

應收賬款 204,541.86 135,428.42 69,113.44 51.03% 
短期借款 142,990.01 110,126.18 32,863.83 29.84% 
應付帳款 292,614.73 238,516.66 54,098.07 22.68% 

報告期內，本公司期末資産負債各項目在規模和結構上均發生了不同程度變化： 

（1） 應收賬款期末餘額比年初餘額增加，主要爲報告期末本公司內、外銷銷售增長導致相應項目

增加； 

（2） 應付帳款期末餘額比年初餘額增加，主要爲旺季備貨所導致； 

（3） 短期借款期末餘額比年初餘額增加，主要系報告期內爲準備旺季銷售，儲備材料及庫存導致

借款增加。 

利潤表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報告期金額 上年同期金額 增减額 增减比例（%） 

營業總收入 463,050.20 372,097.49 90,952.71 24.44% 
管理費用 13,637.46 11,161.54 2,475.92 22.18% 
財務費用 1,035.58 1,925.35 -889.77 -46.21% 
營業外收入 9,049.32 3,773.36 5,275.96 139.82% 

報告期內，本公司銷售規模持續擴大，相應的費用投入也同比增加；財務費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爲融

資結構比上年同期改善，相應的利息支出减少；營業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爲收到的惠民補助收入增



 

4 

加。 

現金流量表項目變動分析 

單位：人民幣萬元 

項目 報告期金額 上年同期金額 增减額 增减比例（%） 

經營活動現金流淨額 -26,732.07 4,988.73 -31,720.80 -635.85% 
投資活動現金流淨額 -6,818.28 -4,867.53 -1,950.75 40.08% 
籌資活動現金流淨額 32,288.43 15,618.88 16,669.55 106.73% 

報告期內，本公司銷售規模擴大且逐步進入銷售旺季，原材料及庫存儲備增加，爲旺季備貨，各項資金需

求相應增加。 

3.2 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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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本公司董事會對 2010年財務報告中保留意見涉及事項的變化和處理情况的說明： 

立信大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爲本公司 2010 年財務報告出具了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本公司董事會已

在 2010 年年度報告中對審計意見涉及事項作了專項說明（具體內容請詳見本公司於 2011 年 3 月 30 日在

香港聯交所之網頁(http://www.hkex.com.hk)發布的 2010 年業績公告）。截止本報告日，該等相關事項並無實質

進展。 

3.2.2 非經營性占用資金及其清欠進展情况 

非經營性佔用資金及其清欠情況的具體內容請詳見本公司於 2011 年 3 月 30 日在香港聯交所之網頁

(http://www.hkex.com.hk)發布的 2010 年業績公告，本公司正在積極推動有關司法機關加快對已生效案

件的執行。截止本報告日，該等相關事項幷無實質進展。 

3.2.3 公司重大訴訟、仲裁事項 

截至本報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標的額在人民幣 1,000萬元以上的未結重大訴訟、仲裁案件共

計 1件，基本情况如下： 

案件名稱 

訴訟標的額

(人民幣萬

元) 

案件基本情况 進展情况 

海信容聲（廣

東）冰箱有限

公司訴西安

科龍製冷有

限公司買賣

合同 

 

9,998.41 

從 2004 年 2月開始，容聲冰箱爲

支持西安科龍生産，先後多次提

供資金、預付貨款等共計人民幣

89,184,085.06元，之後雙方達成

還款協議，但西安科龍沒有履行

該還款協議。因此，容聲冰箱向

佛山中院提出訴訟，要求西安科

龍返還貨款及相關費用。 

2008年 12月，佛山中院以缺乏事實和

法律依據爲由，駁回容聲冰箱起訴，容

聲冰箱上訴至廣東高院。廣東高院裁定

撤銷佛山中院（2007）佛中法民二初字

第 88號民事判决，發回佛山中院重新

審理。佛山中院于 2011年 2月開庭進

行重新審理。目前，本案正在審理中。 

http://www.hkex.com.hk)發布的20/�
http://www.hkex.com.hk)發布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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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承諾事項履行情况 

√適用 □ 不適用 

2010年度，本公司完成重大資産重組，本公司控股股東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在重大資産重組中就避免同

業競爭、規範和减少關聯交易、維護上市公司獨立性、本次重組所獲本公司新增股份鎖定期的事項作出承

諾，具體詳見本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發布的《關于非公開發行股份股東承

諾事項的公告》。上述承諾事項青島海信空調有限公司正在履行。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爲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大幅度變動的警示及

原因說明      

□ 適用√不適用 

3.5 其他需說明的重大事項 

3.5.1  證券投資情况 

√適用 □不適用 

序號 
證券

品種 

證券代

碼 
證券簡稱 

初始投資金

額（人民幣

萬元） 

期末持有數

量（股） 

期末賬面

值(人民

幣萬元) 

佔期末證券總

投資比例(%) 

報告期損

益(人民

幣萬元) 

1 股票 000404 華意壓縮 4,776.13 23,979,569 5,381.74 100% (39.07) 
 

爲補充本公司日常生産經營活動所需的流動資金，報告期內本公司對所持有的華意壓縮部分股份進行了减

持，共計出售 3,051,063股，轉出相應的長期股權投資成本 607.46萬元，確認投資收益 2,129.50萬元。 

3.5.2 報告期接待調研、溝通、采訪等活動的情况 

√適用 □不適用 

接待時間 接待地點 接待方式 接待對象 談論的主要內容及提供的

資料 

2011年 1月 13日 公司 實地調研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

司、瑞時投資、景林資産管理有

限公司、潤輝投資 

談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1、本公司生産經營情况； 

2、本公司未來發展規劃； 

3、本公司重組後的情况； 

4、本公司銷售和網點分布

情况。 

 

2011年 1月 19日 公司 實地調研 
國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高

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2011年 1月 21日 公司 實地調研 富達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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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2月 22日 公司 實地調研 

中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寶盈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廣發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宏源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廣東新價值投資有限公司 

提供的資料： 

無 

3.5.3 其他重大事項 

□適用 √不適用 

  （1）報告期內，不存在向控股股東或其關聯方提供資金、違反規定程序對外提供擔保； 

（2）報告期內，不存在本公司大股東及其一致行動人提出或實施股份增持計劃； 

（3）報告期內，不存在按交易所相關指引規定應披露的日常經營重大合同。 

3.6 衍生品投資情况 

√適用 □不適用 

報告期衍生品持倉的風險分析及控

制措施說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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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做的外匯衍生品業務。通過在合理區間內鎖定匯率以達到套期保值作

用。 

本公司已制定了《外匯資金業務管理辦法》，辦法明確規定了從事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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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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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匯價的差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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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 389.21萬元。 

報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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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薦人或財務顧問對公

司衍生品投資及風險控制情况的專

項意見 

獨立董事意見：本公司開展套期保值業務有利于防範匯率波動的風險；

本公司已制定的《外匯資金業務管理辦法》，采取的針對性風險控制措

施可行。 

 

3.6.1 報告期末衍生品投資的持倉情况 

√適用 □不適用 

單位：人民幣萬元 

合約種類 期初合約金額 期末合約金額 報告期損益情况 
期末合約金額佔公司報

告期末淨資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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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衍生品合約 138,989.87 270,785.08 389.21 417.79% 
合計 138,989.87 270,785.08 389.21 417.79% 

 

§4審計意見：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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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湯業國先生、周小天先生、于淑珉女士、林瀾先生、肖建林

先生及劉春新女士；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聖平先生、張睿佳先生及王爱国先生。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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