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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1                           证券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2018-007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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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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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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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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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725,370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4.40

元（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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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科龙 股票代码 0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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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倩梅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8 号 

传真 （0757）28361055 

电话 （0757）28362570 

电子信箱 kelonsec@hisens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营业务涵盖冰箱、家用空调、中央空调、冷柜、洗衣机、厨房电器等电器产品的研发、制造和营销业务，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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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公司生产基地分布于山东青岛、广东顺德、广东江门、江苏扬州、浙江湖州、四川成都等多个国内城市，是国内大型白

色家电制造企业。公司产品使用“海信”、“容声”、“科龙”三个品牌，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2017年度，公司冰箱产品

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二；家用空调产品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四。根据艾肯空调制冷网统

计数据，海信日立多联机中央空调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二。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及其经营模式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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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元） 33,487,590,387.45 26,730,219,497.07 25.28 23,471,602,85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97,530,073.54 1,087,732,130.38 83.64 580,335,07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2,806,955.02 997,923,876.59 1.49 232,460,45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5,048,576.31 2,925,929,985.25 -84.45 484,261,155.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47 0.80 83.75 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47 0.80 83.75 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12 24.23 10.89 15.49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元） 21,473,666,822.72 19,055,058,608.32 12.69 14,292,817,03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45,303,673.87 4,867,466,177.17 32.42 4,044,017,698.45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708,966,633.23 9,897,390,788.18 8,787,929,877.11 7,093,303,08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258,113.99 415,840,745.31 1,057,547,302.62 267,883,91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5,995,510.99 358,516,688.64 304,076,728.89 104,218,026.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670,463.69 883,818,588.68 315,645,487.34 -460,745,0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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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36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37,41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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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总数 股股东总数 东总数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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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 458,17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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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23,45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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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16,906,166 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行业配置 其他 0.81% 11,04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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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10,711,093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05L-CT001 深 
其他 0.76% 10,340,256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8,203,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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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9% 8,000,0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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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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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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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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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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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概况 

报告期内，冰箱内销市场仍表现低迷，根据中怡康推总数据，2017 年冰箱行业累计零售量同比仅增长 3.7%；空调内销

市场表现亮眼，根据中怡康推总数据，2017年空调行业累计零售量同比增长 27.5%；中央空调市场亦取得丰收，根据艾肯空

调制冷网数据，2017 年国内中央空调市场同比增长近 20%。出口市场表现平稳，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7 年冰冷产品出口

量同比增长 11.5%，空调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 11.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带动白电产业结构优化，推动消费升级。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2017 年，多门冰箱线下

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同比提升 5.8个百分点，对开门冰箱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同比提升 1.9个百分点；艺术化柜机

线下累计零售额占线下柜机市场的份额同比提升 6.1个百分点，APF一级能效变频空调线下累计零售额占线下变频空调市场

的份额同比提升 16个百分点。 

人工智能迈进 2.0时代、消费者对家居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高，为家电企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与思路，各企业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着力深化智能，突出用户体验。 

（2）公司经营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公司坚持“强化高端战略、拓展优质网络、提高系统效率、加速产业拓展、力

拓国际市场、确保规模效益”的经营方针落实各项工作，实现公司规模与效益的稳步提升。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4.88亿元，

同比增长 25.28%，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4.30 亿元，同比增长 23.34%，其中冰洗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46.37%，收入同

比增长 10.43%；空调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 47.94%，收入同比增长 40.52%；内销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5.75 亿元，

同比增长 26.94%；外销业务收入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8.55 亿元，同比增长 16.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98

亿元，同比增长 83.64%，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0.13 亿元，同比增长 1.49%；每股收益为 1.47元。 

公司持续加强内部流程优化，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存货占用，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存货周转同比加速 2.89 天，应收账

款周转同比加速 2.53天。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得到明显改善，期末资产负债率比期初下降 4.44个百分点。 

海信（香港）有限公司 

 

7.13% 

100%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00% 

32.36% 

37.92% 

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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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技术与产品创新，深挖用户需求，树立“做高质量的好产品”经营理念并全面贯彻落实，产品品质、精细化水

平和智能化水平显著提高。各业务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① 冰洗业务 

报告期内，国内冰箱市场继续呈现增长动力不足的态势，发展低缓，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不利因素的冲击，公

司冰洗业务盈利能力出现下滑。面对经营压力，公司积极应对，夯实基础，稳扎“内功”，努力遏制经营下滑态势，并为盈

利能力恢复奠定基础，2017年第四季度毛利率环比第三季度改善 0.8 个百分点。 

公司坚持技术沉淀与产品创新，“养鲜”、“节能”、“快速冷却”、“远程控制”等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公司“十字对开无

霜冰箱智能参数化控制节能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的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公司推出的全球首

创一机三筒的海信 Master 大师洗系列洗衣机，凭借在产品功能、外观设计、用户体验等方面的创新，先后荣获“AWE2017

艾普兰设计奖”、“IFA产品设计创新金奖”、“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电子 Leader创新奖”、2017年度家电“好产品”荣誉称号

等多项奖项。公司坚持智能化战略，携手京东联合推出的“京信智能冰箱”，搭建了基于物联网的产品应用场景，可通过手

机查看和管理食材，通过冰箱一键购物，实现智能冰箱的跨越发展。公司坚持高端战略，海信冰箱“天玑系列”、容声冰箱

“全生态系列”、海信洗衣机“Master大师洗系列”以及“暖男系列”等高端新品如期上市，高端产品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2017 年，公司对开门冰箱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为 19.9%，同比提升 1.5个百分点，此外，在现

有市场基础上，不断寻找细分市场的爆量机会，推出“海信冰冰立式冷柜“等差异化新品，推动规模提升。基础工作方面：

公司打响品牌发展战，签约新一代“容声”品牌代言人，赞助央视节目，开展系列公益活动，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开启品

质元年，推动校企产研合作，推进重点质量项目实施，冰洗产品重点质量项目指标及早返率指标大幅改善，实现从“质量保

证”到“质量取胜”的跨越升级，在广东家电产品“三同”暨质量提升推进会上，公司冰箱产品成为行业唯一被认定为内外

销“同线同标同质”的冰箱产品。出口方面：公司根植海外重点市场，持续拓展，根据 GFK 统计数据，2017 年海信冰箱澳

洲市场累计销售量占有率为 18.4%，同比提升 2.6 个百分点，位居行业第一；南非市场累计销售量占有率为 27.7%，同比提

升 1.9个百分点，位居行业第二。 

② 家用空调业务 

报告期内，国内空调市场受高温天气以及三四级市场刚需增量等因素影响，保持快速增长，公司积极把握行业增量及消

费升级的红利，规模与效益实现了较大增长。公司稳抓基础，寻求突破，推动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变量冗余

分析控制技术在宽气候空调器上的研发及应用项目”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公司坚持产品创新，

全面实施变频化、智能化和艺术化升级，推出的海信“男神”系列以及升级版海信“男神 X”系列空调，首次将空调的关注

维度拓展到“湿度”。凭借领先的智能化技术和差异化外观设计，海信“男神”空调荣获“AWE2017艾普兰创新奖”；海信“男

神 X”空调荣获“2017年中国空调产业高端标杆奖”。公司始终注重节能环保和绿色设计，在“2017绿色生产与消费国际交

流会”上，海信空调系列产品入围 2017 年“绿色环保产品领跑榜”名单并荣获“2017 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公司荣获 2017

第十三届光华龙腾奖的“绿色设计先锋团队奖”。公司坚持高端战略，积极推广高端产品，推出了海信空调“男神系列”、科

龙空调“郁金香系列”及“静美人系列”等新品，销售结构明显改善，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变频空调线下零售额结构，“海

信”空调 APF 一级能效占比达 46.4%，“科龙”空调 APF 一级能效占比达 58.7%；变频产品市场份额稳步提升，公司变频柜机

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为 10.41%，同比提升 0.55个百分点。基础工作方面：公司坚持多维度、多举措提高产品质量，

产品早返率等质量指标稳步优化；陆续上线 MES、WMS、CRM等信息化系统，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优化客户结构，拓展优

质网络，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三四级市场规模实现了较好增长；突出品牌标签，“科龙”品牌以“青春、年轻化”

为市场定位，实现品牌转型，在 2017-2018中国空调行业高峰论坛上，凭借品牌转型带来的年轻化拉力，科龙空调荣获“空

调行业年轻人优选空调品牌”奖。出口方面：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根据海关统计数据，2017 年公司空调产品出口量同

比增长 35%，远高于行业 11.5%的增长水平。 

③ 中央空调业务 

海信日立公司始终秉承“诚信、专业、品质、精细化”的经营理念，聚焦产品与用户，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精益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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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效率卓越运营。报告期内，公司年度经营目标超额完成，营业收入、营业利润、经营现金流等各项财务指标持续向好，

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根据艾肯空调制冷网发布的《2017年度中央空调市场全国报告》，海信日立公司多联机产品市场占有

率为 22.2%，同比提升 1.4个百分点。多品牌发力驱动，海信日立公司多联机业务持续大幅增长，尤其是家装零售多联机产

品持续高速增长，家装产品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海信日立公司购买“约克”品牌国内多联机业务，并于 2018 年 2

月完成交割，企业规模会进一步扩大。 

公司在变频驱动技术、新型高效换热技术、温湿度独立控制技术、语音智能控制技术等领域深入研究，为产品性能和用

户体验的提升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公司“风电、光电新能源驱动压缩机”项目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科学技术进步

奖三等奖；“大冷重比静音型小型多联式中央空调”项目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秉承“创新科技，立信百年”

的发展理念和“未来先驱”的自我定位，海信日立公司坚持产品创新，推出了“高能效、高品质、高用户体验”的“海信全

直流变频中央空调 G2 系列”；可实现“1 份电 4 倍热”，助力北方“煤改清洁能源”项目的“蓝焰”系列空气源热泵产品，

以及专为满足寒冷地区冬季取暖需求而设计，最低运行环境温度-26℃，最高出水温度可达 60℃的“海信超低温风冷模块机

组”等系列差异化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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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百分点） 

冰洗 14,110,925,211.40 11,366,758,054.95 19.45 10.43 18.28 -5.35 

空调 14,587,570,871.00 11,283,422,898.42 22.65 40.52 44.56 -2.16 

其他 1,731,557,425.66 1,388,098,175.03 19.84 14.58 21.71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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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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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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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实施。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实施。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后，本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

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2017年12月25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30号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编制2017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本通知。 

执行《通知》之前，本公司将处置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

出。执行《通知》之后，本公司将2017年度发生的处置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无形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计入资产处

置收益，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通知》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本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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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合并的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立控股子公司HisenseMould（Deutschland）GmbH，故本报告期新增合并该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日本科龙株式会社、转让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宝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故本报

告期不再合并该等公司。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汤业国 

2018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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