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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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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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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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負責人湯業國先生、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高玉玲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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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第三季度報告的董事會會議。 

4、本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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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總資産（人民幣元） 18,780,223,939.39 14,292,817,039.53 31.40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産

（人民幣元） 4,641,527,384.86 4,044,017,698.45 14.78

           項目 本報告期 
本報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報告期末 

年初至報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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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人民幣元） 7,307,367,677.79 30.11 20,430,319,209.30 6.2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人民幣元） 304,094,646.88 不適用 863,374,128.19 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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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40,052.09 不適用 800,901,281.98 257.73

經營活動産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人民幣元） -- -- 2,400,819,540.17 不適用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2 不適用 0.63 85.29

稀釋每股收益（人民幣元/股） 0.22 不適用 0.63 85.29

加權平均淨資産收益率 (%) 6.71 7.88 19.72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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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78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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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40,213.57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24,243,226.82  

减：所得稅影響額 8,614,608.58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7,833,200.10  

合計 62,472,846.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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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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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0%  587,316,909 0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註 1 境外法人 33.62% 458,144,769 0   

中央匯金資産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國有法人 1.95% 26,588,700 0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內非國有法人 0.72% 9,782,096 0   

張少武 境內自然人 0.53% 7,200,000 0   

工銀瑞信基金－農業銀行－工銀瑞

信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南方基金－農業銀行－南方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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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基金－農業銀行－中歐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博時基金－農業銀行－博時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大成基金－農業銀行－大成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嘉實基金－農業銀行－嘉實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廣發基金－農業銀行－廣發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華夏基金－農業銀行－華夏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銀華基金－農業銀行－銀華中證金

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0   

易方達基金－農業銀行－易方達中

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其他 0.48% 6,5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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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316,909 人民幣普通股  587,316,909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註 1 458,144,769 境外上市外資股 458,144,769

中央匯金資産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26,588,700 人民幣普通股 26,588,700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82,096 人民幣普通股 9,782,096

張少武 7,200,000 人民幣普通股 7,200,000

工銀瑞信基金－農業銀行－工銀瑞信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南方基金－農業銀行－南方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中歐基金－農業銀行－中歐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博時基金－農業銀行－博時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大成基金－農業銀行－大成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嘉實基金－農業銀行－嘉實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廣發基金－農業銀行－廣發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華夏基金－農業銀行－華夏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銀華基金－農業銀行－銀華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易方達基金－農業銀行－易方達中證金融資産管理計劃 6,518,300 人民幣普通股 6,518,300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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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報告期末合計共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97,202,000 股，佔本公
司股份總數的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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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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初金額 
增减比

例（%）
變動原因 

貨幣資金   2,308,837,790.94 1,014,410,146.17 127.60
主要由於報告期公司經營利潤增加，加速資

金周轉、降低存貨佔用，導致經營性現金流

及現金淨額增加 

應收票據 4,080,554,317.89 2,289,706,048.91 7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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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5,634,183.90 2,086,596,419.00 45.00
主要由於本年第三季度銷售同比大幅增長所

致 

其他流動資産 1,216,772,043.98 467,872,305.65 160.06 主要由於購買銀行理財産品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74,704,436.32 223,496,764.71 -66.57
主要由於報告期末應收賬款保理業務借款减

少所致 

應付票據 5,481,043,522.21 2,931,174,504.52 86.99 主要由於報告期自行開票方式付款增加所致

應付帳款 4,139,962,504.49 2,878,291,676.53 43.83 主要由於本年第三季度産銷大幅增長所致 

利潤表項目 
年初至報告期末

金額 
上期金額 

增减比

例（%）
變動原因 

財務費用 -40,518,249.02 -77,088,464.72 不適用 主要由於匯兌收益同比减少所致 

所得稅費用 143,522,249.55 75,891,880.19 89.11
主要由於公司經營利潤增加，期末應交所得

稅增加及遞延所得稅變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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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5,245,225.70 10,286,199,334.62 46.27

主要由於本期銀承到期托收增加及出口業務

回款增加所致 

購買商品、接受勞務

支付的現金 
7,686,714,551.01 5,590,955,262.62 37.48 主要由於報告期票據到期付款增加所致 

收回投資收到的現金 160,230,000.00 330,278,145.68 -51.49
主要由於上年同期處置華意壓縮股權收到投

資款而本期無此業務所致 

收到其他與投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761,000,000.00 - 不適用 主要由於銀行理財産品到期收回所致 

購建固定資産、無形

資産和其他長期資産

支付的現金 
191,262,926.95 365,894,553.05 -47.73 主要由於報告期公司基建投資同比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與投資活動

有關的現金 
1,561,000,000.00 - 不適用 主要由於購買銀行理財産品增加所致 

償還債務支付的現金 836,484,462.63 1,261,798,334.30 -33.71 主要由於應收賬款保理業務借款變動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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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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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於2016年8月3日與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簽署《股權轉讓協議》，本公司受讓惠而浦（香港）有

限公司持有的海信惠而浦（浙江）電器有限公司50%的股權，相關股權過戶手續仍在辦理中。 

重要事項概述 披露日期 臨時報告披露網站查詢索引

本公司受讓惠而浦（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海信惠而

浦（浙江）電器有限公司 50%的股權 
2016 年 8 月 4 日

公告網站：巨潮資訊網 

公告編號：2016-019 

（三）公司、股東、實際控制人、收購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其他關聯方在報告

期內履行完畢及截至報告期末尚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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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損害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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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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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日 
— 一直履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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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東的損

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2010
年 6 月

9 日 
— 一直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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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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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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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資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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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期

內購入

金額

報告期內

售出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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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42.85 

2016
年 1 月

1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83,342.85

55,461.4
7

128,163.87  
 

10,640.45 2.29 445.69

合計 83,342.85 -- -- 83,342.85 55,461.4
7 

128,163.87  10,640.45 2.29 4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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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3 月 30 日

衍生品投資審批股東會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16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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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3 萬元，投資收益-541.61
萬元，合計損益 44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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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報告期內接待調研、溝通、採訪等活動登記表 

√ 適用 □ 不適用  

接待時間 接待方式 接待對象類型 調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8 月 26 日 實地調研 機構 
公告網站：巨潮資訊網 

《投資者關係活動記錄表》編號：2016-002 

（七）違規對外擔保情况 

□ 適用 √ 不適用  

（八）控股股東及其關聯方對上市公司的非經營性佔用資金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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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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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東省佛山市，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爲湯業國先生、劉洪新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賈少謙

先生及王雲利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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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