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7-008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 00065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望靖东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传真 0756-8622581  

电话 0756-8669232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与行业地位 

公司拥有格力、TOSOT两大品牌，主营家用空调、中央空调、空气能热水器、生活电器、

工业制品、手机等产品。下辖凌达压缩机、格力电工、凯邦电机、新元电子、智能装备、精

密模具、再生资源等子公司，覆盖了从上游零部件生产到下游废弃产品回收的全产业链条。 

公司至今已开发出20个大类、400个系列、127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远销160多个国家

和地区，用户超过3亿。其中，格力家用空调产销量自1995年起连续22年位居中国空调行业第

一，自2005年起连续12年领跑全球。   

根据《产业在线》数据，2016年格力家用空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42.73%；根据《暖通

空调资讯》数据，格力商用空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16.2%，连续5年保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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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概述 

据《产业在线》数据，国内受整体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家用空调国内累计销售6048.56

万台,同比下降3.64%；出口由于国外经济回暖，出口量有所增长，较15年增长9.74%，累计出

口4792.74万台。家用空调中，除了家用空调智能化特征越发明显，产品能效、是否节能环保

也成为了品牌是否能在市场上立足的重要条件之一。 

据艾肯空调制冷网统计，2016年中国中央空调市场的整体容量约为700亿元，同比2015

年上升10%，市场传递出复苏的气息。拉动2016年度市场增长的救命稻草依然是以多联机、单

元机为代表的产品。“煤改电”成为2016年暖通空调行业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煤改电”

的主要产品空气源热泵热水机对整个暖通行业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在中央空调项目市场

相对低迷的局面下，“煤改电”似乎也为中央空调制造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另外一种可能。 

从品牌集中度来看，随着行业品牌集中度的进一步提升，国内家电系品牌阵营和国内冷

水机品牌阵营合并为民族品牌阵营，与欧美系品牌阵营和日韩系品牌阵营分庭抗礼，形成三

足鼎立之势。民族品牌阵营包含格力的9大品牌的整体占有率已达到40%左右，远远高于其他

两大阵营，其中格力电器以16.2%的市场占有率位居首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8,302,565,293.70 97,745,137,194.16 10.80% 137,750,358,39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20,964,990.94 12,532,442,817.66 23.05% 14,155,167,22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600,520,445.21 12,313,582,570.49 26.69% 14,144,950,462.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59,952,106.92 44,378,381,827.68 -66.52% 18,939,165,507.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56 2.08 23.08% 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56 2.08 23.08% 2.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1% 27.31% 3.10% 35.23%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182,369,705,049.35 161,698,016,315.06 12.78% 156,230,948,47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863,951,278.13 47,521,376,091.77 13.35% 44,152,654,824.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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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4,640,675,696.66 24,542,144,380.03 33,245,891,313.38 25,873,853,90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9,816,132.99 3,242,653,852.65 4,826,589,275.21 4,191,905,73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133,470,823.80 3,920,819,811.65 4,700,144,150.16 3,846,085,65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17,619,903.98 5,337,251,013.81 2,707,392,718.78 697,688,470.3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96,96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8,1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2% 1,096,255,624  冻结 50,625,000 

河北京海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91% 535,762,033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利

年年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2% 247,905,58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8% 143,055,48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 125,224,25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84,483,000    

UBS   AG 境外法人 1.28% 77,157,409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 中

国基金 
境外法人 0.84% 50,457,1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3% 49,855,164    

董明珠 
境内自然

人 
0.74% 44,318,4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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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开局之年，是供给侧改革元年，也是家电行业攻坚之年。 

2016年，也是格力电器的转型元年。格力电器凭借变革的勇气与智慧，把“转型、突破、

创新”作为年度经营工作的指导思想，客观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主动适应时代变化，在巩

固现有空调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加速在智能装备、智能家居、模具等领域的产业转型。在保

持整体收入基本稳定的情况之下，公司当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23.05%。（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6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空调 88,085,431,144.00 33,945,836,229.17 38.54% 5.22% 12.64% 2.54%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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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设立子公司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

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期末净资产 

（万元） 

本期净利润

（万元） 

格力精密模具（武汉）有

限公司 
设立 2016年1月 8,000.00 8,000.00 100.00 9,250.70 1,250.70 

珠海格力精密模具有限公

司 
设立 2016年1月 10,000.00 10,000.00 100.00 10,729.95 729.95 

珠海格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 2016年3月 3,000.00 3,000.00 100.00 3,003.19 3.19 

珠海格力能源环境技术有

限公司 
设立 2016年5月 20,000.00 20,000.00 100.00 19,693.35 -306.65 

格力电器（杭州）有限公

司 
设立 2016年4月 30,000.00 30,000.00 100.00 29,983.76 -16.24 

②处置子公司 

本期本公司无处置子公司的情况。 

③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本期本公司无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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