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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7-02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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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异议声明 

全体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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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望靖东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电话 0756-8669232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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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184,521,572.70 49,182,820,076.69 4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52,483,299.68 6,402,469,985.64 4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003,911,835.30 7,054,290,635.45 27.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637,139,726.23 11,454,870,917.79 -68.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7 1.06 4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57 1.06 48.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4% 12.62% 3.5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4,578,125,947.28 182,369,705,049.35 1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458,215,286.37 53,863,951,278.13 -2.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0,0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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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761,933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03% 302,666,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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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0% 84,483,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74,393,108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50,784,290    

高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HCM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0.84% 50,457,100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47,776,847    

董明珠 境内自然人 0.74% 44,488,492 33,366,368 质押 33,36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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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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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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把“挑战自我、掌控未来”作

为企业经营的工作指导思想，坚持以产品和用户为中心，持续提高全球研发实力。在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

下，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0.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利润总额111.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基本每股收益1.57元，较上年增长48%，

取得良好的经济收益。 

报告期内，中央空调行业权威的专业媒体《暖通空调资讯》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中国中央空调行业

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中央空调市场交上了增长25%的成绩单，其中，格力中央空调以

18.1%的占有率再次排名第一，这也是格力电器自2012年首次打破国外品牌的霸主格局以来第6次夺下中央

空调排名桂冠。 

报告期内，由中国质量协会、全国用户委员会组织开展的2016年中国家电行业的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

正式出炉。测评结果显示，2016年家电行业用户满意度处于较满意水平，国产品牌竞争力有所提升。其中，

在空调类品牌里，格力空调以85分的满意度指数高居第一。据了解，这是格力空调自2011年以来，连续第

六年蝉联用户满意度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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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2016年中国发明专利排行榜，格力电器凭借3299件发明专利申请受

理量和871件发明专利授权量，均位居全国榜单第七位，成为该榜单发布以来，唯一一家上榜的家电企业。 

报告期内，在2017年中国制冷展创新产品发布会仪式上，格力电器三缸双级变容积比压缩机、铂韵多

联机、GMV舒睿多效型多联机三项产品获创新产品，成为获奖最多的企业之一。 

报告期内，格力电器荣获中国节能协会颁发的“2016年北京煤改清洁能源空气能源热泵行业突出贡献

单位”奖。致力于“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的格力电器，多年来坚持自主创新，利用雄厚的科研实力和

完善配套设施，成功研发出-35℃低温环境下强劲制热的空气源热泵采暖设备，并打造出针对不同纬度范

围、不同使用场合的全系列供热产品，为冬季供暖带来了技术革新和安全保障。 

报告期内，由国家质检总局指导、中国质量检验协会主办的“首批饮用水设备进校园推荐试点单位发

布会”在北京发布。格力电器成功入选首批饮用水推荐试点单位，将为更多学生，尤其是不具备提供饮用

水条件的偏远地区学校的学生带来安全健康的饮用水。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售后服务水平，继格力电器于2017年3月

份推出“三月送春风”家用空调免费清洗维护活动后，又于2017年4月份开启了“免费保养、服务升级”

的中央空调免费保养行动，赢得了市场上消费者的赞赏。 

报告期内，为了充分尊重空调安装工的辛苦付出，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千万

消费者提供更快速、更优质的安装服务，格力电器再度践行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去年大幅提升格力空

调安装费的基础上，今年再度推出空调安装“高温补贴”，对6、7两个月安装的格力空调，每台再补贴100

元安装费，以真情致敬劳动者，以实意服务消费者。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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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本公司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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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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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暖通制冷设备（成

都）有限公司 
设立 2017年2月 3,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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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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格力机器人有限公

司 
设立 2017年3月 5,000.00 5,000.00 100.00 5,091.99 91.99 

珠海格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设立 2017年4月 51.00 51.00 51.00 99.31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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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