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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3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108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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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

完整。 

3、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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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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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87,532,404  12.66%  261,341,969  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8,446,204  4.40%  23,455,250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千元） 
7,928,026  10.75%  22,564,537  9.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 —— 27,896,744  1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4 6.90% 3.41 7.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3 6.03% 3.39 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0.09% 19.51% -0.8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千元）  376,333,770   360,382,603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千元） 
 118,530,537   117,516,260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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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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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47 60,16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非 流动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取得的投资收益 

-21,422 -123,141  

其他 693,800 1,238,71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9,783 284,0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664 966  

合计 518,178 890,713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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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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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或本年累

计数） 

期初数 

（或上年同

期累计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5,870,709   81,210,482  -31.20% 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219,571   28,239,601  -60.27% 主要系结构性存款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183,340   420,494  -56.40%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预付款项  3,621,966   2,763,710  31.05%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5,891,409   33,079,918  99.19% 主要系货币性投资产品增加所致 

其他债权投资  11,511,716   21,456,155  -46.35% 
主要系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

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325,750   3,360,849  58.46% 主要系股权类投资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887,837   405,559  118.92% 主要系企业合并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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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  2,148,934   1,477,302  45.46% 主要系在建项目增加所致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26,783   87,535  -69.40% 主要系财务公司经营变动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82,478   161,225  -48.84%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17,084   6,310,181  -68.03% 主要系偿还借款所致 

递延收益  1,103,615   779,729  41.54%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库存股  14,188,847   6,094,347  132.82% 主要系股票回购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774,931   6,720,840  45.44% 主要系购买万东医疗所致 

利息收入 1,600,306 992,158 61.30% 主要系财务公司经营变动所致 

研发费用  8,764,926   6,715,806  30.51% 主要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349,461   -1,462,390  -129.04% 主要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924,798   1,123,644  -182.30% 主要系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04,276   -615,091  66.79% 主要系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损失  57,969   -36,917  257.03%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6,215   223,576  81.69% 主要系其他收入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37,578   175,702  35.22% 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0,656   -32,098,571  120.81% 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66,525   8,101,376  -441.50% 
主要系发行短期融资券收到的现金减少

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62,307   870,074  665.72% 
主要系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

加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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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6  2,169,178,713    质押 10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1  1,299,563,430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4  198,145,134    - - 

方洪波 境内自然人 1.68   116,990,492  87,742,869 - -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

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1.49   103,913,897    - -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90,169,354    - - 

黄健 境内自然人 1.23     86,140,000    - - 

栗建伟 境外自然人 0.72      50,100,000    - - 

黄晓祥 境内自然人 0.56    39,257,832    质押 14,779,55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4 

袁利群 境内自然人 0.54    37,888,8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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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2,169,178,713 人民币普通股 2,169,178,71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9,563,43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563,43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8,145,134 人民币普通股 198,145,134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交易所） 103,913,897 人民币普通股 103,913,89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0,169,354 人民币普通股 90,169,354 

黄健 86,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140,000 

栗建伟 50,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00,000 

黄晓祥 39,257,832 人民币普通股 39,257,832 

袁利群 37,888,882 人民币普通股 37,888,882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37,191,573 人民币普通股 37,191,5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公司股东黄晓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8,679,832 股，通过信用

证券账户持有 10,578,000 股，合计持有 39,257,832 股。 

公司股东袁利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5,000 股，通过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37,183,882 股，合计持有 37,888,882 股。 

注：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报告期末持有的普通股数量为 116,828,832，持 股比例为 1.6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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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重要事项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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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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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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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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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1、2021 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需要调整年初资产负债表科目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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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情况说明 

根据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通知（财

会[2018]35 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根据新租赁准则的要求，公司选择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对于首次执行日前

的融资租赁，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按照融资租入资产和应付融资租赁款的原账面价值，分别计量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除短期租赁及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经营租赁，公司在首次执行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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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租赁付款额按首次执行日公司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计量租赁负债，并按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

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后，计量使用权资产。 

2、2021 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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