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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2-024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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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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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 29 日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

5,536,677,733 股（公司总股本 5,914,469,040 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377,791,30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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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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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756-8614998 0756-8614998 

电话 0756-8669232 0756-8669232 

电子信箱 gree0651@cn.gree.com gree0651@cn.gre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格力电器是一家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业集团，旗下拥有格力、TOSOT、晶弘三大消费品牌及凌达、凯邦、新元等

工业品牌。消费领域覆盖家用空调、暖通空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厨房电器、环境电器、通讯产品、智能楼宇、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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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工业领域覆盖高端装备、精密模具、冷冻冷藏设备、电机、压缩机、电容、半导体器件、精密铸造、基础材料、工业

储能、再生资源，产品远销 180 多个国家及地区，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创造美好生活。 

2021 年，格力电器凭借突出的综合实力再次上榜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 强”第 252 位和《财富》世界 500 强第 488 位。 

根据《暖通空调资讯》发布的数据，2021 年格力中央空调是中国中央空调行业销售规模唯一超过 200 亿的品牌，实现

中央空调市场“十连冠”，其中在多联机中，格力以超 20%的占有率稳居民族品牌首位；在单元机中，格力更是以 34.8%的占

有率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根据《产业在线》2021 年度家用空调内销销量数据，格力空调以 37.4%的份额排名行业第一，实

现 27 年领跑。 

2021 年，格力电器不断丰富生活电器品类，加强新媒体渠道营销，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奥维云网数据，2021 年格力

电器的电暖器、电风扇、除湿机、空气能热水器等产品的线上零售额份额位居行业前二。 

格力电器以“缔造世界一流企业，成就格力百年品牌”为企业愿景，以“弘扬工业精神，掌握核心科技，追求完美质量，

提供一流服务，让世界爱上中国造！”为使命，恪守“创新永无止境”的管理理念，专注于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紧握时代脉

搏，塑造世界品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制造企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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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319,598,183,780.38 279,217,923,628.27 14.46% 282,972,157,4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651,654,599.87 115,190,211,206.76 -10.02% 110,153,573,282.67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7,868,874,892.71 168,199,204,404.53 11.69% 198,153,027,54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63,732,372.62 22,175,108,137.32 4.01% 24,696,641,36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850,050,895.31 20,285,816,036.00 7.71% 24,171,511,91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4,363,258.72 19,238,637,309.16 -90.15% 27,893,714,093.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04 3.71 8.89% 4.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04 3.71 8.89% 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4% 18.88% 2.46% 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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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89,408,213.61 57,862,663,732.52 47,082,608,837.26 49,734,194,10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42,899,755.09 6,013,919,597.77 6,187,957,163.99 7,418,955,85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9,482,181.81 5,492,272,396.33 5,970,530,098.50 7,087,766,218.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65,483,021.72 -1,805,736,890.49 12,533,051,153.77 -4,567,467,9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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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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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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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2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26,919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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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明骏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26% 902,359,632  质押 902,359,63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15% 659,345,659    

京海互联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34% 493,140,455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 179,870,800    

珠海格力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87% 169,519,792    

前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海利年年 

其他 0.79% 46,660,192    

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78% 46,334,473    

董明珠 
境内自然

人 
0.75% 44,488,492 33,366,369 质押 17,162,750 

HHLR 管理有

限公司－

HHLR 中国基

金 

境外法人 0.73% 43,396,407    

阿布达比投资

局 
境外法人 0.48% 28,40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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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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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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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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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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