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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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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海信电器 60006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夏峰 

电话 （0532）83889556 

办公地址 青岛市东海西路17号 

电子信箱 zqb@hisense.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6,872,785,874.13 29,399,374,261.14 29,399,374,261.14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169,590,802.12 14,091,349,311.07 14,091,349,311.07 0.5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488,945.84 1,265,975,903.09 1,265,975,903.09 -31.95 

营业收入 15,103,814,109.58 14,012,258,299.14 14,012,258,299.14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205,466.85 335,838,260.78 347,161,744.28 -8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86,223,008.24 218,526,838.51 229,850,322.01 -139.46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2.41 2.52 
减少1.97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257 0.265 -81.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257 0.265 -81.3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0,6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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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股份

数量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53 517,193,231 0 无 0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 65,436,431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3.26 42,691,772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74 35,790,919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73 22,663,00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

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34 17,500,176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新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6 15,191,6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中

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7 11,439,835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2 9,372,239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京东大

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9 7,725,5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海

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全球研发体系的建立和协同运作，打造消

费者喜爱的高质量且具有差异化的好产品，持续推动显示技术的创新升级，推动公司向价值链高

端迈进。同时，公司深入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公司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认知度稳步提

升。 

2019 年上半年，国内彩电行业需求持续萎缩，根据中怡康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彩电零售量

2194.3 万台，同比下跌 4.3%；零售额 646.50 亿元，同比下降 13.1%；平均单价 2946 元，同比下

降 9.3%。为应对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并通过积极调整产品线、整合销售渠

道、加强销售终端管控等措施，积极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市场占有率持续攀升，根据中怡康数据

显示，报告期内，公司电视的销售额占有率一直保持在 20%以上。同时，得益于海外市场规模稳

步增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0.3亿元，同比增加 7.79%，且整体毛利率提升 0.87个

百分点。 

报告期内，受 TVS 公司经营仍然亏损的影响，以及公司研发投入的增加，公司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仅为 6221 万元，每股收益 0.048 元。但在行业的传统经营淡季二季度，公司

当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20%，毛利率同比、环比均提升超过 2 个百分点，净利润环比一

季度提升超过 30%，在行业周期性低谷的背景下，公司整体的经营状况呈现出改善的态势。 

（一）持续深耕显示技术，不断自主创新升级 

公司持续深耕显示技术，把自主研发的画质芯片、背光分区技术、算法等核心技术、AI 人工

智能系统与激光电视、OLED 等各种新型显示技术相融合，持续提升产品的画质水平，推动彩电行

业技术创新升级。 

1、深究激光显示核心技术，强化大屏市场统治力 

作为激光电视的领军企业，公司目前已在激光光源技术、超短焦镜头、整机制造等方面均已

掌握了关键技术，已申请相关专利 789 项，其中海外专利 106 项，拥有了 100%光学引擎自主研发

设计能力，是唯一一家可实现激光电视从部件到整机全部自主开发及自主生产的企业，且在行业

范围内持续推动激光电视的产品和消费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激光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104%，根据中怡康数据显示，海信激光电视在 80 吋

及以上大屏市场的销售量占有率达到 48.8%，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高端大屏智能市场中的统治力。 

未来公司将致力于推动全色激光光源产品的产业化及激光电视尺寸向中小尺寸拓展，并依托

激光显示特点和差异化产品形态，结合屏幕发声技术，打破传统显示方案“屏”的局限，实现家

居环境融合，给用户带来全新的电视使用体验，积极推动激光电视技术、产业、市场走向成熟。 

2、更新迭代画质芯片，提升画质显示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发布第三代超高清画质处理芯片-信芯 H3，H3 融入了公司多年积累的背

光分区技术与超画质算法，结合 AI-HDR 引擎技术和顶尖的图像处理技术，进一步提升了画面的色

彩、清晰度、对比度和流畅度，该芯片在公司的高端超画质电视上的应用已超过 80%，并得到了

市场的高度评价。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发力智能电视 SoC芯片的自主研发。 

3、ULED 超画质技术再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 ULED 电视聚焦为用户能获得更好的沉浸感与临场体验为目标，通过液晶电视

的背光多分区技术和整机模组一体化设计以及极致的 5000-10000 Zone 控光技术，实现液晶超画

质电视再升级。报告期内，公司分别推出全球首款“零框感”U8E、首款背光百分区级电视 U7E

以及全球首发叠屏电视 U9E。 

叠屏电视 U9E 通过公司独有的核心技术叠屏控制算法，一举攻克了目前普通液晶电视的技术



瓶颈，将普通液晶电视的对比度提升了 10 倍以上，实现 150000:1 的超高对比度，克服了普通电

视在图像局部细节展现上的不足，在行业内首次实现背光层、控光层、图像层的高效协同控制，

实现图像明暗层次和细腻色彩表现的指数级提升，大幅提升对比度，突出色彩层次的显示画质，

并带给用户更加极致的观看体验。 

4、突破 OLED 技术难题 

报告期内，基于公司多年来持续对 OLED 技术的攻关，在 OLED 的六重残影防护、暗场细节提

升、色彩精准设计等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解决了困扰 OLED 电视多年的残影、图像衰减等核心技

术难题，公司发布了 OLED 电视 A8。同时，结合公司自主创新的屏幕发声技术，实现了“音画合

一”的独特体验。根据中怡康数据显示，A8 上市后 3 月至 6 月销售量复合增长率达到 596%。 

（二）互联网运营业务的蓬勃发展 

公司互联网运营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拥有国内最多的互联网电视终端用户群。报告期

内，海信互联网电视全球用户突破 4433 万，同比增长 26.3%，国内日活用户数超过 1600 万，同

比增长 23.1%，日均观看时长达 328 分钟，同比提升 26 分钟，付费用户数同比提升 48.7%，日均

VV 量超过 2.5 亿次。 

在公司运营的互联网电视业务板块中，除视频板块和广告板块依然保持超过 50%的高速增长

外，教育作为公司重点运营的板块，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轨道。在报告期内，教育板块全新上线少

儿频道，实现了具备教育核心能力的产品形态，并已经覆盖 800 万用户；已形成了从少儿到高中

的垂直一体化的教育体系，教育资源用户数量已突破 1800 万，专业课程超过 30 万小时，成为资

源最丰富的线上教育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在行业内首推全场景图搜技术，图搜功能及语音一键搜索功能快速实现全网

平台目标视频搜索，通过全时全场景 AI 技术的实现，打造全球最大的客厅智慧生活流量入口。目

前，公司已聚集了众多 AI 领域全球顶尖人才，累计获得电视 AI 相关专利数达 414 项，处于行业

领先地位。 

为追求公司长远发展，公司坚持以技术驱动、以创新带发展的经营策略，通过开发内容和体

验平台，持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不断完善物联网智慧生态链，推进智慧生活升级，并持续致力

于成为顶尖的智能终端服务运营商和智慧家庭服务运营商，使更多家庭感受到科技创新带来的生

活美好。 

（三）持续推进国际化进程，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在全球市场震荡以及宏观环境波动的形势下，公司全球重点市场依然取得了较大突破。在日

本市场，海信与 TVS 在显示技术、产品制造、渠道和品牌方面的优势互补及整合效应已初步显现，

报告期内，海信及东芝牌电视合计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量占有率达 20.9%，已经超过索尼和松下；

公司在北美市场电视业务销售额同比增长达到 34.26%,其中美国市场同比增长高达 65.08%。 

海外重点市场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公司持续对世界顶级体育赛事的赞助，使得海信电视品牌

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认知度快速提升，公司将继续聚焦“制造温暖、输出信赖”的品牌愿景，积极

进行渠道变革，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争取加速海外市场拓展速度。同时，在 2019 年“BrandZ

中国出海品牌 50 强”榜单中，海信连续 3 年上榜，在上榜的所有家电品牌中排名第一，“品牌力”

得分从 530分大涨 55%达到 823 分，成为成长最快的五大品牌之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3月 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修订）》（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

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于 2019 年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将依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