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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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72537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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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家电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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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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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用冷链以及环境电器等产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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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远销海外
130多个销售区域，是国内大型白色家电制造企业。根据中怡康统计数据，2018年度，公司冰箱产品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
有率为17.92%，位居行业第二；家用空调产品线下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为8.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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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2.3%，与第一名仅差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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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调整前
营业收入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7 年

2018 年

调整后

调整后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32,791,068,580.61 33,487,590,387.45 30,430,053,508.06

7.76% 26,730,219,497.07 26,730,219,49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7,457,177.70 1,997,530,073.54 2,018,112,935.64

-31.75% 1,087,732,130.38 1,116,558,83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1,082,586.93 1,012,806,955.02 1,033,389,81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9,366,564.25

455,048,576.31

455,048,576.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1

1.47

1.48

-31.76%

0.80

0.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1

1.47

1.48

-31.76%

0.80

0.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9%

35.12%

34.71%

-14.92%

24.23%

24.33%

调整前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7,923,876.59 1,026,750,580.08

130.61% 2,925,929,985.25 2,925,929,985.25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2018 年末

12.36%

调整后

调整后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21,827,905,038.40 21,473,666,822.72 21,607,452,386.34

1.02% 19,055,058,608.32 19,173,160,840.00

7,351,824,364.87 6,445,303,673.87 6,579,089,237.49

11.75% 4,867,466,177.17 4,985,568,408.85

会计差错更正说明：
具体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974,222,298.65

11,396,536,990.93

8,437,634,566.46

7,211,204,448.75

282,882,785.69

508,751,744.66

355,255,733.77

230,566,9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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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491,076.30

471,587,439.53

263,945,522.85

159,058,548.25

-676,019,105.62

1,312,966,761.53

1,201,292,051.53

-788,873,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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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39,996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35,58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国有法人

37.92%

516,758,670

0

境外法人

33.55%

457,252,069

0

国有法人

1.95%

26,588,700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
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

其他

1.55%

21,07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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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16,191,143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7%

13,187,500

0

境外法人

0.91%

12,343,804

0

境内自然人

0.53%

7,2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信比较优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6,243,975

0

交通银行－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1%

5,582,836

0

股东名称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张少武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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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报告期内增持本公司 H 股股份合计
2725 万股，截至报告期末合计持有本公司 H 股股份 12,445.2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1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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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大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交通银行－
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均为汇丰晋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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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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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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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32.36%
100%
青岛海信电子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香港）有限公司

93.33%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9.13%

37.92%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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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概况
冰箱市场：根据中怡康推总数据，2018年国内冰箱行业累计零售量同比下降6.2%，累计零售额同比仅增长0.7%，冰箱
市场寒冬依旧。从产品和技术发展趋势看，行业持续加强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 紧抓消费与产品结构升级机遇，冰箱产
品继续向高端化方向发展，根据中怡康线下数据，2018年多门冰箱产品零售额占比继续稳步增长，其中五门冰箱产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36.7%，远超整体水平。
家用空调市场：报告期内，国内家用空调先涨后跌。受2018年下半年房地产负面冲击、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2018
年下半年家用空调各级线下市场均从上半年的增长变脸为超过10%的下滑。根据中怡康数据，2018年国内空调行业累计零售
量同比增长2.3%，累计零售额同比增长4.9%。从产品和技术发展趋势看，家用空调产品继续朝着变频化、高能效化、健康
化、舒适化方向发展，消费升级持续；“空净一体机”发展趋势明显，具有“温湿双控”、“舒适风”功能的产品份额大幅提升。
中央空调市场：根据艾肯空调制冷网统计，2018年度国内中央空调市场总体容量接近1000亿，增速较2017 年度的接近
20%相比，2018年中央空调市场增幅低于10%。分渠道看：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家装零售市场整体容量与2017年相比几
乎没有增长，占整体中央空调市场的比例下降，家装零售市场增长陷入低迷是导致2018年整体市场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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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精装修楼盘政策”的推进等因素，工程项目市场增长好于预期，超大项目、中小项目、楼盘配套齐头并进，继续保持增
长态势。从产品类别看，作为中央空调市场中最受关注、占比最大的产品类别，多联机产品2018年增长率为10%左右，占整
体中央空调市场的比例为48.5%，份额稳步提升。
（二）公司经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名称变更为“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面对复杂、严峻、多变的经营环境，公司立足本源，回归
家电本质，持续深耕主业，推出海信家电3.0战略，确立“振兴民族工业，幸福亿万家庭”的企业新愿景，同时大力调整和优
化内部组织架构，聚焦效率和能力。公司实现规模与效益的稳步提升，营业收入360.20亿元，同比增长7.56%，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27.91亿元，同比增长7.76%，其中冰洗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49.02%，收入同比增长13.90%；空调业务收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45.41%，收入同比增长2.08%；内销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20.39亿元，同比增长7.11%；外销业务收入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107.52亿元，同比增长9.1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77亿元，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12.36%；每股收益为1.01元。公司持续加强资金管理工作，加速资金周转，降低存货占用，存货周转同比加速1.23天。
资产负债率持续改善，期末资产负债率比期初下降3.36个百分点。
各业务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1、冰洗业务
报告期内，冰箱公司坚守“为客户创造价值，打造高质量好产品”的经营理念，全系统众志成城，致力确保经营持续提
升。主要工作如下：（1）持续推进科技化、健康化、生活化的产品和技术理念，坚持技术立企、产品领先：公司坚持打造
用户喜爱的科技感精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海信冰箱推出的“食神”系列精品，凭借卓越的性能和人性化的设计，实现产
品、技术、用户体验的全面提升。在德国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IFA展）、第十四届中国家用电器创新成果推介活动上，
海信冰箱食神系列荣膺“年度产品创新成果”奖。此外，凭借全领域净化系统，在湿度控制、保鲜、抗菌等测试项目上的优异
表现，海信食神冰箱通过了知电实验室的“母婴适应家电”专项评测。（2）扩展网络布局，提升营销效率：继续深入维护与
家电连锁、重要电商平台及三四级客户良好战略合作关系；强化渠道拓展，深化细分市场布局，在保持并加深与重要电商平
台战略合作基础上，积极开拓其他线上细分市场。高端产品销售大幅增长带动整体结构与规模的提升，根据中怡康数据，“容
声”品牌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6.4%，大幅超过行业线上零售额增长水平15.5%；积极开展海信家电套购活动，提升全品类销
售规模；市场份额稳步提升，根据中怡康数据统计，2018年公司冰箱产品累计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3）
注重品牌品质传播，创新推广与营销模式，快速提升品牌及产品知名度：品牌传播方面：公司聚焦时事热点、社会公益、
百姓生活，以专属化、潮流化的品牌推广方式，迎合不同用户群体信息接收习惯；坚持通过“公益活动”、赞助央视栏目等方
式，扩大品牌传播度，提升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产品推广方面：加强异业合作，开展联合促销；着力打造品牌旗舰店，改善
终端形象。（4）拓展新产业，强化商用冷链发展：从客户拓展与关系维护、自主研发能力、制造水平及质量管理等方面进
行了全系统梳理，加强与重要战略客户合作，快速提升商用冷链规模。2018年，公司展示柜、商超冷柜和自动售卖机规模实
现重要突破。
2、家用空调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行业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空调公司紧紧围绕“做高质量的好产品”战略，通过用户需求挖掘、技术创
新等措施，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确保公司盈利能力。主要工作如下：（1）坚持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公司坚持
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的持续创新，满足消费者对湿度加湿、快速制温和节能的需求。（2）坚持“健康舒适”需求下的产品升
级：公司推出具有360°旋转送风、湿度控制功能的男神X系列空调，满足用户对送风舒适性和湿度控制的需求；在舒适变频
领域持续发力，推出净化一体X610空调、新风一体X630空调等行业领先产品，从“空气洁净度”这一全新维度升级产品舒适
度，产品体系进一步丰富，产品竞争力持续提升。在“2018年中国质量高峰论坛暨第十五届人民之选匠心奖颁奖典礼”上，海
信X610净风空调，以“为用户打造好空气”的产品理念，凭借专业空气净化能力以及在温度、湿度、洁净度、风感等维度控
制的出色表现，荣膺2018年度“人民匠心产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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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空调业务
报告期内，海信日立公司推出多款技术领先产品，通过聚焦细分市场，巩固与工程商的合作，保持了稳定的规模增长。
海信日立公司荣获“2018年度全国政府采购中央空调优秀供应商”荣誉，成为中央空调行业内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主要工作
如下：（1）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坚持技术创新，完成多项通用技术和全新平台的研发和产业化。多个科技项目荣获行
业奖励，其中《具备冷媒量自适应能力的宽温区空气源热泵系统》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家用多维度
空气品质智能管理系统》荣获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继续保持质量领先优势：坚持“做高质量的好
产品”经营理念，恪守“质量管理七条军规”，不断提升产品质量；过程质量管理能力和体系运行绩效稳步提升，企业内外环
境的适应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增强，通过了ISO 9001:2015/ISO 14001:2015新版体系认证，助力用户满意度持续增强；
2018年3月，海信日立荣获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全国质量信用先进企业”及“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称号；
2018年12月，海信日立首次取得IECQ QC080000体系证书，对产品及制程中有害物质的符合性进行系统化管理，践行“绿色
制造”责任，提升企业环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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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成本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百分点）

冰洗

16,072,977,215.28

12,742,548,502.69

20.72%

13.90%

12.10%

1.27

空调

14,891,475,954.73

11,852,793,724.90

20.41%

2.08%

5.05%

-2.24

其他

1,826,615,410.60

1,489,487,697.53

18.46%

5.49%

7.3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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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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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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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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
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
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A、首次执行日，金融工具分类和账面价值调节表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82,670.52

-

-

-

82,670.52

-

82,670.52

2,833,227,741.68

-

-7,790,219.41

2,825,437,522.27

100,000.00
-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

434,850.57

104,839,463.7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8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重新计量

82,670.5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账款

重分类

104,404,613.17

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373,723.35

-373,723.35

-

-

-

373,723.35

-

373,723.35

13,390,695.59

-

-100,000.00

13,290,695.59

交易性金融负债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478,649,714.91

-

-28,312.50

478,621,402.41

2,646,203,617.29

-

-6,953,544.78

2,639,250,072.51

508,066,348.05

-

-373,511.56

507,692,836.49

B、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计量类别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
144,356,210.53

重分类

重新计量
7,790,219.41

2018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152,146,429.9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的累积
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18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不予调
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变更内容

报表项目

列报
列报

合同负债
预收账款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金额
791,262,245.11

791,262,2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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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请详见本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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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编号：20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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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汤业国
2019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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