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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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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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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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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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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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先生及會計機構負責人閻志勇先生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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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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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增减(%) 

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6,430,772,090.41 6,397,939,370.29 0.5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人民幣元） 224,500,108.92 226,645,912.81 -0.9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人民幣元） 
90,810,688.39 217,344,190.21 -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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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人民幣元） -79,734,934.22 -3,830,889.42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7 0.17 0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17 0.17 0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 5.72 7.92 -2.20

項目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總資産（人民幣元） 15,518,410,060.49 13,266,793,963.74 16.9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産（人民幣元） 3,653,906,704.56 3,458,363,028.38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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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41,7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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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874.01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483,755.73  

减：所得稅影響額 -678,614.9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08,460.72  

合計 133,689,420.53 -- 

三、報告期末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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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06

前 10 名普通股股東持股情况 

股東名稱 股東性質 

佔公司

已發行

股本總

數的百

分比

（%）

持股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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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法人 45.07 612,316,909 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註 1 境外法人 33.80 459,118,768 0   

中國華融資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國有法人 2.05 27,832,139 0   

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48 6,500,000 0   

張軼
註 2 境內自然人 0.19 2,514,443 0   

王一超
註 2 境內自然人 0.14 1,950,178 0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高利率保單産品
註 3 

其他 0.12 1,655,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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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彬
註 2 境內自然人 0.11 1,450,000 0   

雲南國際信托有限公司－睿金－匯

贏通 68 號單一資金信托 
其他 0.11 1,449,956 0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分紅－個險分紅
註 3 

其他 0.10 1,4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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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316,909 人民幣普通股 612,316,909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59,118,768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9,118,768 

中國華融資産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7,832,139 人民幣普通股 27,832,139 

張少武 6,5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6,500,000 

張軼 2,514,443 人民幣普通股 2,514,443 

王一超 1,950,178 人民幣普通股 1,950,178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傳統－高利率保單産品 
1,655,600 人民幣普通股 1,655,600 

趙彬 1,450,000 人民幣普通股 1,450,000 

雲南國際信托有限公司－睿金－匯

贏通 68 號單一資金信托 
1,449,956 人民幣普通股 1,449,956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分紅－個險分紅 
1,420,504 人民幣普通股 1,420,504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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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

司，本公司控股股東的一致行動人報告期末合計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6494.6 萬股，佔本公司股份總數的
4.78%。 

2. 公司股東張軼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2,514,443 股爲通過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信用交易擔保證券
賬戶持有。公司股東王一超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1,950,178 股爲通過國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戶信用交易擔
保證券賬戶持有。公司股東趙彬先生持有的本公司 1,450,000 股爲通過中國中投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客戶信
用交易擔保證券賬戶持有。  

3.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傳統－高利率保單産品、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分紅－個
險分紅的管理人均爲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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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期初金額（元）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産 
42,000,069.27 162,460.00 25,752.56

主要由於報告期末尚未到期交割

的遠期外匯業務匯率變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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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票據 1,642,383,654.95 991,796,937.82 65.60
主要由於報告期末票據回款增加

而票據背書减少所致 

應收賬款 2,781,635,396.97 1,984,291,386.93 40.18
主要由於報告期末隨銷售增加應

收賬款增加 

應付票據 2,105,337,857.30 1,528,195,526.41 37.77
主要由於報告期末開票及票據付

款增加所致 

應付帳款 4,931,107,343.59 3,465,854,583.60 42.28
主要由於報告期産量增加及産品

儲備原因導致採購增加所致 

其他綜合收益 10,899,936.03 39,990,884.45 -72.74

主要由於報告期內處置華意壓縮

機股份有限公司 (「華意壓縮」)

股票轉出相應的其他綜合收益 

利潤表項目 本期金額（元） 上期金額（元）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營業稅金及附加 15,983,213.55 23,060,876.68 -30.69

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應交流轉稅較

同期减少導致相應的稅金及附加

减少所致 

公允價值變動收益 49,228,745.93 -83,279,637.42 159.11
主要由於本期未交割遠期業務變

動及轉出到期業務變動所致 

投資收益 165,417,195.72 69,966,702.59 136.42
主要由於報告期內處置華意壓縮

股票確認的投資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稅費用 41,617,557.15 5,593,679.63 644.01
主要系各公司應納稅所得額增加

所致 

現金流量表項目 本期金額（元） 上期金額（元）
增减比例

（%）
變動原因 

支付的各項稅費 216,285,425.80 142,017,285.95 52.30
主要由於報告期內實際支付的流

轉稅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與經營活動

有關的現金 
793,009,940.65 600,251,028.77 32.11

主要由於隨銷售增加相應的費用

支出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現金 465,450,933.72 352,783,830.82 31.94
主要由於應收賬款保理業務增加

所致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394,141,316.08 242,859,715.57 62.29
主要由於應收賬款保理業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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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相關子公司於 2015 年 1 月 26 日收到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佛山中院」）（2009）佛中法執

字第 236 號、（2010）佛中法執字第 32 號執行裁定書，上述 2 個案件依法終結本次執行程序。除本次收到

執行裁定書的上述案件外，本公司還有 1 個案件（佛山中院（2009）佛中法執字第 852 號）尚未收到執行

裁定書。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東在報告期內發生或以前期間發生但持續到報告期內的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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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

事項 
承諾方 承諾內容 承諾時間 

承諾

期限

履行情

况 

收購

報告

書或

權益

變動

報告

書中

所作

承諾 

海信集團

有限公司

(「海信集

團」)、青

島海信空

調有限公

司(「海信

空調」) 

1、海信空調擁有標的股份後，對於可能存在的與本公司之間

的關聯交易，承諾人將嚴格按照有關法律法規、中國證監會、

聯交所、深交所和本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遵循公平、公正、

公開、合理的市場原則進行處理，不損害公司和其他股東的利

益。 

2、承諾人不利用本公司第一大股東的地位及控制性影響謀求

公司在業務合作等方面給予優於市場第三方的權利； 

3、承諾人不利用本公司第一大股東的地位及控制性影響謀求

與本公司達成交易的優先權利； 

4、承諾人不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條件與本公司進行交易，亦不

利用該類交易從事任何損害本公司利益的行爲。 

2005 年 10
月 12 日 

— 
一直履

行 

資産

重組

時所

作承

諾 

海信集

團、海信

空調 

關於避免同業競爭的承諾： 

1、本次交易完成後，海信空調、海信集團及其所控制的企業

的與白電相關的全部資産和業務已注入本公司，海信空調、海

信集團及其所控制的企業所保留的其他資産和業務與本公司

及其所控制的企業不存在同業競爭。 

2、在未來發展中，海信空調、海信集團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如

取得任何適合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從事業務的發展機

會，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可以根據需要選擇發展；海信空

調、海信集團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將給予必要的支持和協助。

3、在海信空調爲本公司控股股東及海信集團爲本公司實際控

制人期間，海信空調、海信集團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將不會在中

國境內及境外發展任何與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業從事業務

相同或相近的業務或項目；亦不再謀求通過與任何第三人合

資、合作、聯營或採取租賃經營、承包經營、委托管理等方式

直接或間接從事與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業構成競爭的業務。

4、海信空調、海信集團不會利用對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股優

勢地位從事任何損害本公司及其他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利益

的行爲。 

5、海信空調、海信集團違反上述承諾與保證的，將立即停止

與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企業構成競爭業務，並採取必要措施予

以糾正補救；同時須對違反上述承諾與保證導致本公司及其所

控制的企業之一切損失和後果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海信集

團、海信

空調 

關於規範和减少關聯交易的承諾： 

1、本次交易完成後，海信空調和海信集團將繼續嚴格按照《公

司法》等法律法規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行使股

東或董事權利並履行股東或董事的義務，在股東大會以及董事

會對有關涉及關聯企業與本公司的關聯交易進行表决時，履行

回避表决的義務。 

2、本次交易完成後，關聯企業將儘量减少與本公司的關聯交

易。在進行確有必要且無法規避的關聯交易時，保證按市場化

原則和公允價格進行公平操作，並按法律法規以及規範性文件

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履行關聯交易决策程序及其

信息披露義務。 

3、如果海信空調和海信集團違反本函所作承諾及保證，將依

法承擔違約責任，並對由此造成本公司及其除海信空調以外其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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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東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海信集

團、海信

空調 

關於維護上市公司獨立性的承諾：本次重大資産出售後，海信

空調、海信集團承諾與本公司在人員、資産、財務、機構、業

務上做到“五分開”，保證本公司人員獨立、資産獨立、財務

獨立、機構獨立和業務獨立。 

2010 年 06
月 09 日 

— 
一直履

行 

承諾是否及時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體原因及下一步

計劃（如有） 
不適用

(四)對 2015 年 1-6 月經營業績的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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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權情况的說明 

證券代碼 證券簡稱 
最初投資成

本（人民幣萬

元） 

佔該公司

股權比例

（%） 

期末賬面價值

（人民幣萬

元） 

本報告期損

益（人民幣萬

元） 

本報告期所有

者權益變動

（人民幣萬

元） 

000404 華意壓縮 — — — — — 

爲了更好發揮本公司所持華意壓縮股份的作用，報告期內本公司對所持有的華意壓縮股份進行了减持，共

計出售20,928,506股，轉出相應的長期股權投資成本8,189.07萬元，確認投資收益13,554.90萬元。本次减持

後，本公司不再持有華意壓縮股份。 

 (六)衍生品投資情况 

單位：人民幣萬元 

衍生品投

資操作方

名稱 

關

聯

關

係 

是否關

聯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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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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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160.98
2015 年 1
月 1 日 

2015 年 3
月 31 日

221,160.98 - 231,781.31 63.43 4,976.19

衍生品投資資金來源 出口收匯

涉訴情况（如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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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資審批董事會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5 年 03 月 26 日

衍生品投資審批股東會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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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幣 4,922.87 萬元，投資收益人民幣 53.32 萬元，合計損益人民幣 4,97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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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開展外匯衍生品業務有利於公司防範匯率波動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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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報告期內接待調研、溝通、采訪等活動登記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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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科龍電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于淑瑉女士、林瀾先生、黃曉劍先生及田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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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