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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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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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3.0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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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沒有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 2012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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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全體董事均出席了審議批准 2012年第三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12年第三季度財務報告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5、本公司負責人湯業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李軍女士聲明：保證季

度報告中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完整性。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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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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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2012.9.30 2011.12.31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總資産（人民幣元） 9,547,424,902.83 7,635,439,578.36 25.04%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所有

者權益（人民幣元） 
1,389,521,148.13 805,123,597.33 72.58% 

股本（股） 1,354,054,750.00 1,354,054,750.00 0.0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每股

淨資産（人民幣元/股） 
1.0262 0.5946 72.59% 

 2012年 7-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012年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營業總收入（人民幣元） 5,280,960,003.14 14.66% 15,248,686,770.07 -0.6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人民幣元） 
215,125,272.67 405.22% 594,995,891.36 81.17%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人民幣元） 
-- -- 385,248,731.74 498.61% 

每股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人民幣元/股） 
-- -- 0.2845 498.95%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589 406.05% 0.4394 81.20%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589 406.05% 0.4394 81.20%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16.70% 11.67% 54.22% 7.64%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加權

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15.01% 10.82% 51.51% 13.81%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 適用 □ 不適用  

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期末金額

（人民幣元） 
說明 

非流動資産處置損益 14,730,645.43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的稅收返還、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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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8,868.62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

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産公允價值産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産交換損益   

委托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産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産减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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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産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幷産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幷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産生的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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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金融資産、交易性金融負債産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

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産、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産取

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减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托貸款取得的損益   

采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産公允價值變動

産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

整對當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51,503.92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 -2,334,850.16  
所得稅影響額 -1,096,023.14  
合計 25,810,144.67  

公司對“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以及根據自身正常經營業務的性質和特點將非經常性

損益項目界定爲經常性損益的項目的說明 

項目 涉及金額（人民幣元） 說明 

無   

 

（二）報告期末股東總數及前十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况表 

單位：股 

報告期末股東總數(戶)   37,883 

前 10名無限售條件流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期末持有無限售條件股份的數量 股份種類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457,566,208 境外上市外資股 

中國華融資産管理公司                        30,0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張少武 6,365,415 人民幣普通股 

鐘娟偉 3,661,174 人民幣普通股 

劉紅艶 2,396,531 人民幣普通股 

朱宏軍 2,205,075 人民幣普通股 

陳偉瑜 1,999,000 人民幣普通股 

閆新垚 1,885,739 人民幣普通股 

朱麗思 1,471,100 人民幣普通股 

宋成海 1,15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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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海信（香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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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公司控股股東的一致行動人於報告期內通過行使期權取得本公司 H 股股份 2700 萬股，期末合計

共持有本公司 H股股份 5400萬股，佔本公司股份總數的 3.99%。 

  
三、重要事項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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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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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資金 580,701,013.69 398,532,682.30 45.71% 
主要系報告期末爲銷售旺季導致回

款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資産 3,012,827.86 33,787,696.24 -91.08% 主要系遠期合約到期轉出所致 

應收票據 1,752,141,530.68 502,919,307.39 248.39% 

主要系報告期末爲銷售旺季導致公

司收到的票據增加，並且公司應收

票據和應付票據期限不對稱導致應

收票據增加 

應收賬款 1,853,138,417.97 1,193,767,494.97 55.23% 
主要系報告期末爲銷售旺季導致應

收款項增加 

預付款項 201,049,530.99 315,474,246.14 -36.27% 主要系預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應付帳款 2,970,153,803.18 2,054,610,132.81 44.56% 
主要系報告期末爲銷售旺季導致應

付款項增加 

預收款項 491,778,549.99 758,206,285.15 -35.14% 
主要系隨經銷商提貨增加、預收經

銷商貨款減少，但與同期基本持平 

其他應付款 1,628,564,162.12 1,156,195,947.88 40.86% 
主要系報告期末爲銷售旺季導致應

付款項增加 

外幣報表折算差

額 
12,022,266.28 26,106,945.84 -53.95% 主要系處置海外子公司所致 

利潤表項目 本期金額 上年同期金額 增减比例 變動原因 

營業稅金及附加 79,583,025.79 45,277,137.52 75.77% 主要系支付的流轉稅增加所致 

財務費用 29,438,105.28 53,326,176.94 -44.80% 主要系匯兌損失减少所致 

資産减值損失 -1,821,713.11 10,028,420.14 -118.17% 主要系存貨跌價損失减少所致 

公允價值變動收

益 
-24,138,746.61 6,586,925.09 -466.46% 

主要系遠期合約到期公允價值變動

收益轉入投資收益所致 

投資收益 182,601,213.56 135,980,111.25 34.29% 主要系聯營公司收益增加所致 

營業外收入 50,889,547.56 158,957,835.09 -67.99% 主要系惠民補貼款減少所致 

所得稅費用 8,470,215.71 14,704,314.90 -42.40% 主要系子公司淨利潤變動所致 

現金流量表項目 本期金額 上年同期金額 增减比例 變動原因 

收回投資收到的

現金 
49,000,000.00 96,405,748.87 -49.17% 

主要系報告期未出售華意壓縮機股

份有限公司之股票，而同期出售華

意壓縮機股份有限公司之股票所致 

（二）重大事項進展情况及其影響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說明 

1、非標意見情况 

√適用  □不適用 

國富浩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伙）爲本公司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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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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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3月

29日在聯交所之網頁(http://www.hkex.com.hk發佈的 2011年業績公告）。截止本報告日，該等相關事項

http://www.hk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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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實質進展。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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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 適用  √不適用 

3、日常經營重大合同的簽署和履行情况 

□ 適用  √不適用 

4、其他 

□ 適用  √不適用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東在報告期內或持續到報告期內的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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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詳見本公司於 2010 年 6 月 9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體發布的《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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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對 2012年度經營業績的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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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需說明的重大事項 

1、 證券投資情况 

□ 適用 √不適用 

2、衍生品投資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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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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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投資衍生品本報告期內市場價格或

產品公允價值變動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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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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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交易性金融資產或負債。本報告期內本公

司確認衍生品損益 301.2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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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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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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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董事對公司衍生品投資及風險控

制情況的專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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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內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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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報告期末衍生品投資的持倉情况 

√適用  □ 不適用 

合約種類 
期初合約金額（人

民幣萬元） 

期末合約金額（人民幣

萬元） 

報告期損益情況（人民

幣萬元） 

期末合約金額佔公司

報告期末淨資產比例 

外匯衍生品合約 159,732.21 103,253.00 301.28 74.31% 
合計 159,732.21 103,253.00 301.28 74.31% 

 

4、 報告期內接待調研、溝通、采訪等活動的登記表 

□ 適用 √不適用 

5、發行公司債券情況 

是否發行公司債券 

□ 是 √ 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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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任立人先生、于淑瑉女士、林瀾先生、肖建林

先生及甘永和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爲徐向藝先生、王新宇先生及王愛國先生。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