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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汤业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玉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梁红桃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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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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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49,313,038.40 19,055,058,608.32 1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186,615,515.64 4,867,466,177.17 27.10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787,929,877.11 20.26 26,394,287,298.52 2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7,547,302.62 247.77 1,729,646,161.92 10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4,076,728.89 7.93 908,588,928.52 1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915,793,612.33 -61.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254.55 1.27 101.5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254.55 1.27 101.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4 12.03 31.17 11.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80,615,610.3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86,524,899.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840,283.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289,916.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633,644.05 

合计 821,057,233.40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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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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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92% 516,758,670 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境外法人 33.84% 461,145,996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5% 26,588,7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成长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9% 13,556,634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12,279,653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消费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10,000,008 0   

张少武 境内自然人 0.53% 7,200,000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行业配置 
其他 0.45% 6,066,34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6,029,256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5,944,46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516,758,670 人民币普通股 516,758,67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注 461,145,996 
境外上市外资股 458,164,069 

人民币普通股 2,981,92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58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88,7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成长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3,556,634 人民币普通股 13,556,63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279,653 

人民币普通股 
12,279,65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消费行业 10,000,008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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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张少武 7,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6,066,349 人民币普通股 6,066,34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鑫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6,029,256 人民币普通股 6,029,256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5,944,467 人民币普通股 5,944,4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乃代表多个账户参与者所持有，其

中海信（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截至报告期期末合计持有本

公司 H股股份 9720.2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7.13%。 

以上股东之间，大股东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与海信（香港）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鑫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均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除上述外，公司概不知悉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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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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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317,672,293.41 2,227,421,330.74 93.84 
主要系本报告期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

回及收到转让子公司股权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9,530,909.39 245,420,469.20 50.57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79,880,687.83 1,678,765,851.25 -53.54 主要系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213,746,353.66 1,627,383,596.00 36.03 

主要系报告期确认对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

统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及新增对青岛海信

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52,415,508.30 72,942,458.27 108.95 主要系报告期末技改投资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387,040,180.65 222,919,921.87 73.62 
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

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21,271,664,033.84 15,580,481,889.46 36.53 
主要系销售规模增长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

导致销售成本同比增加 

税金及附加 230,752,410.34 85,981,713.91 168.37 

主要系本期将废旧电子基金等税费计入税

金及附加核算，而同期在费用核算，导致

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1,389,925,885.07 367,219,789.08 278.5 

主要系对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的投资收益及确认处置子公司股权收益增

加 

所得税费用 202,087,596.84 143,522,249.55 40.81 
主要系报告期各子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加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966,563,425.51 674,229,201.55 43.36 
主要系随出口规模增长收到的出口退税款

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1,763,058,809.14 7,686,714,551.01 53.03 主要系随规模增长支付的采购款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29,565,000.00 160,230,000.00 43.27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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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分红款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

现金 
32,665,961.46 10,782,721.92 202.95 主要系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100,040,000.00 761,000,000.00 307.36 系收回的理财产品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862,560,000.00  不适用 系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269,333,791.77 191,262,926.95 40.82 主要系固定资产技改投资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242,25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新增对青岛海信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投资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30,000,000.00 1,561,000,000.00 36.45 系购买的理财产品增加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51,145,724.36 -100.00 系同期有应收账款保理借款业务本期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36,484,462.63 -100.00 系同期有应收账款保理借款业务本期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421,861,203.32 232,942,816.28 81.10 主要系支付上市公司分红款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1,090,882,239.61 1,190,281.40 91549.10 主要系保证金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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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

外汇

合约 

56,601.75 
2017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 

56,601.75 8,133.61 51,040.91   13,694.45 2.21 -1,360.52 

合计 56,601.75 -- -- 56,601.75 8,133.61 51,040.91   13,694.45 2.21 -1,360.5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出口收汇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7 年 03 月 30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本公司从事的衍生品业务主要是为了防范外销应收款的汇率波动风险而做

的远期外汇合约。通过在合理区间内锁定汇率以达到套期保值作用。本公司

已制订了《外汇资金业务管理办法》以及《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内部控制

制度》，明确规定了从事衍生品业务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操作细则、风险控

制措施、内控管理等。在实务管理方面，在衍生品业务管理办法基础上对衍

生品业务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管理。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价

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

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

售汇交易未到期合同，根据期末的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远期汇价的

差异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报告期内本公司确认衍生品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1,219.39 万元，投资收益-141.13 万元，合计损益-1,360.52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

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

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衍生品业务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

相比未发生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的

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本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有利于公司防范汇率波动风险；

公司制定了《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加强内部控制，

提升本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可行。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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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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