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8-023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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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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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015,730,87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6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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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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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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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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0,976,100,288.99 69,184,521,572.70 3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06,200,463.35 9,452,483,299.68 3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632,290,055.79 9,003,911,835.30 40.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39,161,969.02 3,637,139,726.23 14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13 1.57 35.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2.13 1.57 35.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80% 16.1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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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066,763,651.75 214,967,999,328.38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323,539,347.54 65,595,006,071.74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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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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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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022,23

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7.78% 

468,143,73

9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5% 

231,400,73

6 
   

前海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海

利年年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115,585,29

8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84,483,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国有法人 1.13% 68,000,288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一组合 
国有法人 0.80% 48,232,651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八组合 
国有法人 0.80% 47,961,063    

高瓴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HCM中

国基金 

境外法人 0.75% 45,4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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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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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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空调主业行业市场走势良好，公司经营业绩再创新高 

2018年上半年，空调市场增长势头依旧强劲。根据产业在线数据，2018年上半年中国空调总销量同比

增长14.30%，居各家电品类增长率之首。中怡康终端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空调零售量同比增长16.60%，

零售额同比增长19.80%，是大家电中唯一取得两位数增长的品类，一枝独秀领跑其他家电，行业走势良好。 

公司秉持“创新驱动未来”的发展理念，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科技，始终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坚

持以产品和用户为中心，2018年上半年，在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下，营业总收入920.05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31.40%；利润总额153.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6.8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8.0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48% ；基本每股收益2.13元，较上年增长35.67% ，经营业绩再创新高。 

（二）家用空调全球份额占据绝对领先优势，行业地位再度提升 

格力家用空调多年来始终保持市场份额全球第一。日本经济新闻汇总并发布了“2017年全球主要商品

与服务市场份额调查”，在家用空调领域，中国企业的市场份额一直保持着巨大优势，包揽前三。其中，

格力电器以占有率21.90%的绝对优势位列第一，超过了第二名7个百分点。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2018

年“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排行榜，其中，格力电器排名294，较2016年跃升70位。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三）中央空调市场份额领跑行业，领先优势再度扩大 

格力电器自2012年首次打破国外品牌的霸主格局以来，在国内中央空调市场的行业龙头地位稳固。根

据《暖通空调资讯》发布的《2018上半年度中央空调行业发展报告》，格力中央空调以17.03%的市场占有

率继续领跑国内中央空调行业，较2017年度全年15.42%的市场份额，领先优势扩大了1.61个百分点。零售

市场相关的产品方面，单元机38.00%的市场占有率，领先优势极为明显。 

（四）蝉联家电企业专利授权量榜首，自主研发实力得到广泛认可 

国家知识产权局向社会集中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我国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的相关统计数据。其中，

在2018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内企业中，格力电器以787件的专利授权量位列第七，

是唯一进入前十名的家电企业。此前，2016、2017连续两年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中国发明专利排行榜

中，格力的发明申请量、发明授权量均进入全国前十，稳居家电行业第一。 

   5月16日，格力电器在珠海举行“新时代•让世界爱上中国造——格力2018再启航” 梦想盛典，再次对

外发布了5项自主研发的最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至此，格力共累计研发出24项 “国际领先”

级技术。 

   在第46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来自全球40个国家共1000多个项目参展，格力首次参展，自主研发的

三个参展项目全部斩获金奖：光伏直驱变频空调项目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及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

高效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及泰国代表团颁发的最佳发明奖；三缸双级

变容积比滚动转子式压缩机项目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及国际发明家协会最佳发明奖。 

（五）智能装备公司再添新突破，核心产品亮相大型峰会 

格力进军工业机器人领域以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经过刻苦攻关，已成功实现工业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2018年，格力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用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经

专家组一致认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报告期内，首台光纤激光切割机正式完成调试并下线交付客户，这是格力智能装备在激光切割领域的

又一次成功尝试。在“2018柔性显示&3D曲面玻璃/全面屏手机应用峰会”中，格力CNC玻璃精雕机GA-V4560、

石墨加工中心GA-LM540、车铣复合加工中心GA-CX540亮相，为3C行业提供智能智造解决方案。 

（六）品牌美誉度再度巩固，明星产品备受嘉奖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中国电子报社在京发布了《2018年上半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作为空

调行业领军代表，格力以一贯优异的成绩拿下空调类“2018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受欢迎品牌”。小家电品牌

大松拿下饭煲类 “2018年度中国家电网购受欢迎品牌”。 格力京致冷暖空调、大松智能IH电饭煲

GDCF-30X80C，分别获得2018年中国家电网购高端技术产品至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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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立足长远，进军空调芯片设计领域 

近年来，随着节能环保政策趋严，以及消费升级和产品智能化趋势凸显，变频空调在公司产品结构中

的比例大幅提高，导致公司对空调芯片的需求大幅增加。目前公司所需芯片主要依赖进口，2017年芯片进

口额数十亿元人民币，随着公司的发展，芯片需求量会进一步增加。 

格力已掌握了除空调芯片以外制造空调所需的全部核心技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在

空调行业的话语权以及成本管控能力，公司近年来已在自主研发空调芯片设计技术，目前已有一定的技术

积累。为谋求公司长远发展和股东长期利益，下一步公司将成立专门团队稳步推进该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产

品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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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 

鉴于公司主要固定资产使用状况和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所处经济环境、技术环境较前期已有巨大变

化，为真实反映固定资产为公司提供经济利益的期间及每期实际的资产消耗，真实、可靠、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本着谨慎性原则，于2018年8月30日通过决议，拟自2018年1月起，对固定资

产折旧年限进行适当调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1、会计估计变更前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固定资产类别 预计净残值率% 预计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5 20-30年 3.17-4.75 

机器设备 5 6-10年 9.50-15.83 

电子设备 5 2-5年 19.00-47.50 

运输设备 5 3-6年 15.83-31.67 

其他 5 3-5年 19.00-31.67 

2、会计估计变更后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及预计净残值率 

固定资产类别 预计净残值率% 预计使用年限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5 20年 4.75 

机器设备 5 6-10年 9.50-15.83 

电子设备 5 2-3年 31.67-47.5 

运输设备 5 3-4年 23.75-31.67 

其他 5 3-5年 19-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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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估计变更的日期 

会计估计变更的执行时间：自2018年1月1日起。 

（四）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无需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影响。经公司初步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全年增加折旧费用约6.43亿

元，减少净利润约5.46亿元，不会导致公司的盈亏性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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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名称 设立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格力电器（南京）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2日 199,954,042.04 -45,957.96 

格力电器（洛阳）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9日 49,971,683.19 -28,316.81 

格力电工（南京）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日 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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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