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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0-047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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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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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暂以 2020 年 8 月 28 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

5,968,639,797 股（总股本 6,015,730,878 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份数量 47,091,08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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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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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伟（代行） 章周虎、严章祥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 

电话 0756-8669232 0756-8669232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gree0651@cn.g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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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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02,322,369.94 97,296,964,334.89 -2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62,137,377.64 13,750,194,088.89 -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996,537,619.91 13,393,426,690.00 -55.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17,675,737.76 16,456,067,246.95 -127.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6 2.29 -53.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6 2.29 -53.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7% 14.95%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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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701,982,872.11 282,972,157,415.28 -0.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612,599,659.58 110,153,573,282.6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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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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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46% 929,761,536    

珠海明骏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0% 902,359,632  质押 902,359,632 

河北京海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91% 536,022,233    

珠海格力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2% 193,895,992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9% 179,870,8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40% 84,483,000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其他 1.09% 65,610,782    

董明珠 境内自然人 0.74% 44,488,492 33,366,369 质押 43,632,750 

高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HCM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0.72% 43,396,407    

高华－汇丰－ 境外法人 0.60% 36,22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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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MAN, 

SACHS & 

CO.L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董明珠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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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无控股股东 

变更日期 2020 年 02 月 0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2 月 04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无实际控制人 

变更日期 2020 年 02 月 03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暨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0 年 02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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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暖通空调行业遭遇疫情冲击，新国标加速行业格局重塑 

今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防控隔离措施对暖通空调行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均造成冲击。根据奥维云网(AVC)数

据，2020年上半年国内家用空调零售量同比下降14.3%、零售额同比下降26.9%；拆分来看，线上渠道销量同比增长9.6%，销

售额同比下降9.1%，线下渠道销量同比下降31.8%、销售额同比下降37.1%。根据《暖通空调资讯》数据，上半年国内中央空

调市场同比下滑22%。总体来看，2020年上半年暖通空调市场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明显下滑。  

长期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临时状况并不能完全代表和反映暖通空调行业的发展趋势。对比日本等成熟市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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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调每百户保有量增长空间犹存，随着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市场逐步放量，加之置换需求释放，公司主业所处的暖通空调市

场仍存在较大增长空间，疫情影响消散之后，行业发展必将回归正轨。 

另一方面，为促进绿色发展，从2020年7月1日起国家开始实行《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 

21455-2019），新国标对暖通空调设备的能效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业企业将面临“能效升级”大考，加之客户对空调

设备的功能需求也从单一的温度调节，向温湿度、净化、除菌、新风等全方位空气质量改善的方向变化，未来的行业竞争对

公司技术实力、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渠道变革叠加疫情影响，公司短期业绩承压 

2020年上半年，疫情对国内空调行业线下零售市场带来较大的冲击。为适应市场变化，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零售模

式，稳步推进销售渠道和内部管理变革，实施积极的促销政策。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6.02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28.21%；利润总额76.9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3.6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53.73%；基本每股收益1.0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3.71%。公司作为暖通空调领域技术实力雄厚、品牌美誉度高、产品品质

好、成本控制优势显著的头部企业，有望在后续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份额。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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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年初披露的数据，在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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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9件的

专利授权量位居第六，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格力电器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前十，稳居家电行业第一。 

格力电器2019年荣获瑞士日内瓦、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金奖共5项，授权丹麦格兰富公司3项电机专利技术，向世界充

分展示了公司的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 

2020年8月11至14日，博鳌房地产论坛在海南举行第二十届年会，格力电器再获“中国地产风尚大奖·2020中国年度影

响力房地产供应商TOP10”的殊荣，这已是格力电器连续两年摘得该奖项，体现了业界对公司的行业影响力、专业水平的高

度认可。 

（四）高端装备再添示范项目，核心技术助力企业智能制造升级  

格力高端装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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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

握了伺服电机、控制器、减速机三大关键核心技术。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用高性能伺服电机及驱动器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其中伺服电机功率密度、过载能力等性能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格力高端装备在满足企业自身自动化改造升级的同时也走入市场，助力其他制造企业进行产品智能制造优化升级。通过

技术突破，已成功实现智能装备产品在家电、3C、食品、汽车、新能源、家具等行业的应用，并形成一批重点示范类项目。

今年8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布《2020年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格力智能装备高速直驱高精度数控机床

的研究成功入选广东省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五）混改圆满落幕，新晋股东为公司赋能 

自2019年4月初公司公布控股股东筹划转让部分股权重大事项以来，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0

年1月23日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公司于2020年2月4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珠海明骏正式加入公司大股东阵营。 

混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更趋合理，新晋大股东在技术、产品、渠道等领域积极为公司引入战略

资源，格力电器将朝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科技型、创新型、多元化、全球化布局战略有望得到坚实推进。 

（六）渠道变革稳步推进，公司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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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顺应消费者购买习惯变化，“格力董明珠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零售模式，与原有线下销售渠道

实现平台共享。自4月份以来，公司先后与各大平台开展直播合作，积极倡导线下专卖店与线上联动。随着线上线下有效融

合的新零售模式推广，公司产品的渠道效率提升、渠道成本降低，市场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七）迅速应对市场变化，以硬核科技助力疫情防控  

为助力疫情防控，公司调集全集团资源，组织技术攻关，春节期间完成了体温检测仪模具的设计生产，并在两个月内完

成口罩生产设备的研发并投入生产；迅速成立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高等级净化车间设立产线，专项生产口罩、

测温仪、护目镜等紧缺防疫物资。 

此外，公司凭借沉淀多年的空气净化器杀毒技术，结合官方公布的病毒特性消灭原理，在权威病毒学与气溶胶专家的指

导下加急研究技术方案，经过科研人员55天持续攻坚，研制出能杀灭新冠病毒的“猎手”系列空气净化器。目前“猎手”系

列空气净化器已被应用于酒店、医院、学校等场景，以硬核科技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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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执行新收入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根据财

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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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企业，自2018

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

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

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时仅对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报表项目金额进行调整，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产生重大影响。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合并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5,400,715,267.64 125,400,715,267.64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955,208,583.58 955,208,583.58  

    衍生金融资产 92,392,625.69 92,392,6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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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8,513,334,545.08 8,440,328,122.00 -73,006,423.08 

    应收款项融资 28,226,248,997.12 28,226,248,997.12  

    预付款项 2,395,610,555.26 2,395,610,555.26  

    其他应收款 159,134,399.10 159,134,399.10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4,084,854,064.29 24,084,854,064.29  

    合同资产 不适用 73,006,423.08 73,006,423.08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45,397,710.39 445,397,710.39  

    其他流动资产 23,091,144,216.68 23,091,144,216.68  

流动资产合计 213,364,040,964.83 213,364,040,964.83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4,423,786,409.22 14,423,786,409.22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296,836,282.20 296,836,282.20  

    长期股权投资       7,064,186,161.29        7,064,186,161.2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644,601,697.51        4,644,601,697.5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3,483,333.33        2,003,483,333.33   

    投资性房地产 498,648,691.85 498,648,691.85  

    固定资产 19,121,930,757.04 19,121,930,757.04  

    在建工程 2,431,051,409.94 2,431,051,409.94  

    无形资产       5,305,541,098.92        5,305,541,098.92   

    商誉 325,919,390.58  325,919,390.58   

    长期待摊费用 2,718,105.35  2,718,105.3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41,085,078.09       12,541,085,078.09   

    其他非流动资产 948,328,035.13  948,328,035.13   

非流动资产合计      69,608,116,450.45       69,608,116,450.45   

资产合计     282,972,157,415.28      282,972,157,415.28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944,176,463.01 15,944,176,463.01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1,000,446,666.67 1,000,446,666.67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5,285,207,843.86       25,285,207,843.86   

    应付账款      41,656,815,752.46       41,656,815,752.46   

    预收款项 8,225,707,662.42  -8,225,707,662.42 

    合同负债 不适用 8,225,707,662.42 8,225,707,662.4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074,500,000.00 2,074,500,000.00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352,512,311.72  352,512,311.72   

    应付职工薪酬       3,430,968,964.33        3,430,968,964.33   

    应交税费       3,703,779,716.33        3,703,779,716.33   

    其他应付款 2,712,692,973.66 2,712,692,973.66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707,913.60 707,913.60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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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负债      65,181,491,855.14       65,181,491,855.14   

流动负债合计     169,568,300,209.60      169,568,300,209.6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46,885,882.86  46,885,882.8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41,021,228.00  141,021,228.0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240,504,270.47  240,504,270.47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7,789,301.27  927,789,301.27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56,200,682.60        1,356,200,682.60   

负债合计     170,924,500,892.20      170,924,500,892.20   

股东权益：    

    股本       6,015,730,878.00        6,015,730,878.00   

    资本公积 93,379,500.71  93,379,500.71   

    其他综合收益       6,260,291,981.13        6,260,291,981.13   

    盈余公积       3,499,671,556.59        3,499,671,556.59   

    一般风险准备 489,855,826.75  489,855,826.75   

    未分配利润      93,794,643,539.49       93,794,643,539.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10,153,573,282.67      110,153,573,282.67   

    少数股东权益       1,894,083,240.41        1,894,083,240.4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2,047,656,523.08      112,047,656,523.08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82,972,157,415.28      282,972,157,415.28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调整数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21,906,528,984.14 121,906,528,984.14  

    交易性金融资产 945,701,633.58 945,701,633.58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3,873,270,521.33       3,873,270,521.33   

  应收款项融资 24,599,149,450.48  24,599,149,450.48   

    预付款项 16,755,065,015.75  16,755,065,015.75   

    其他应收款 2,757,398,837.97 2,757,398,837.9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9,763,530,439.65 9,763,530,439.65  

    合同资产 不适用   

    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11,140,701,427.28 11,140,701,427.28  

流动资产合计 191,741,346,310.18 191,741,346,310.18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224,198,957.34  20,224,198,957.3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271,848,596.31  4,271,848,596.31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003,483,333.33  2,003,483,333.33   

    投资性房地产 24,475,730.79 24,475,7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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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 2,965,550,178.74 2,965,550,178.74  

    在建工程 262,245,182.66 262,245,182.66  

    无形资产 761,621,258.44 761,621,258.44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019,079,098.54  12,019,079,098.5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5,330,890.98  195,330,890.98   

非流动资产合计 42,727,833,227.13  42,727,833,227.13   

资产合计 234,469,179,537.31  234,469,179,537.31   

     

负债和股东权益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1,188,890,759.19 11,188,890,759.19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23,013,715,200.07  23,013,715,200.07   

    应付账款 45,097,063,852.05  45,097,063,852.05   

    预收款项 11,832,592,136.06  -11,832,592,136.06 

    合同负债 不适用 11,832,592,136.06 11,832,592,136.06 

    应付职工薪酬        1,398,044,643.25         1,398,044,643.25   

    应交税费        1,819,362,036.62         1,819,362,036.62   

    其他应付款 4,897,515,153.02 4,897,515,153.02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602,881.87 602,881.87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64,375,139,451.87        64,375,139,451.87   

流动负债合计      163,622,323,232.13       163,622,323,232.1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41,021,228.00  141,021,228.00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51,891,300.00           51,891,3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28,382,787.62          528,382,787.6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721,295,315.62          721,295,315.62   

负债合计      164,343,618,547.75       164,343,618,547.75   

股东权益：    

    股本        6,015,730,878.00         6,015,730,878.00   

    资本公积         179,564,695.55          179,564,695.55   

    其他综合收益        6,462,024,096.41         6,462,024,096.41   

    盈余公积        3,497,114,024.31         3,497,114,024.3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53,971,127,295.29        53,971,127,295.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70,125,560,989.56        70,125,560,989.56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125,560,989.56        70,125,560,989.56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234,469,179,537.31       234,469,179,537.31   

2. 会计估计变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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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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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注销主体情况： 

    无。 

2. 本期新设主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设立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格力电器（珠海高栏港）有限公司 2020/01/16 428,833,193.60 -1,596,806.40 

珠海格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020/02/18 34,724,545.09 14,724,545.09 

成都格力新晖医疗装备有限公司 2020/04/08 尚未注资  

苏州清展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0/05/13 10,000,000.0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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