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2014 年修订）》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规定，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申万宏源承销保

荐公司”）作为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或“公

司”）2016 年配股的保荐机构，对长虹华意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虹华意”）2018年

1月 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2018 年 2月 8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68,180万元（不含税）。 

2、预计增加的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由于公司认购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兰博”)非公开发

行股份并控股格兰博事项在 2018 年 3 月完成，格兰博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

围，因此，未在期初对格兰博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拟

增加 2018 年度格兰博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

直接或间接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单称“长虹集团”）、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的下属子公司相关的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5650万元（不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8 年预计

金额(不含

税，万元)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不含

税，万元） 

2017 年实际

发生金额（不

含税，万元）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长虹美菱股份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扫地机器人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50.00 0 0 

广东长虹日电科

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扫地机器人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600.00 154.76 134.50 

乐家易连锁管理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扫地机器人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300.00 0 0 

四川智易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扫地机器人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200 0 0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储能产品和相

关材料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1,000.00 264.00 0 

小计   2,150.00 418.76 134.50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商品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购

PCB、适配器、

遥控器、电子

元器件，智能

扫地机器人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3,500.00 494.00 0 

小计   3,500.00 494.00 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美菱”） 

长虹美菱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代码：

000521，B 股证券代码：200521）。 

法人代表：李伟 

注册资本：104,459.79 万元 

住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经营范围：制冷电器、空调器、洗衣机、热水器、厨房用具、家装、卫浴、

灯具、日用电器、电脑数控注塑机、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包装品及装饰品的研

发、制造、销售、安装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技术进口业务，百货销售，运输。（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长虹美菱与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是《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

人。 

2、广东长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日电”） 

法人代表：吴定刚 



注册资本：8,300.00 万元 

住所：中山市南头镇同济西路 2 号之一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家用电力器具、非电力家用器具、燃气热水

器、燃气壁挂炉、蓄热式系列电暖器、厨房及卫生间用家具、视听设备、广播电

视设备、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室内装修材料、通用设备；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长虹日电为长虹美菱控股子公司，是四川长虹间接控股的公司，

长虹华意为四川长虹控股子公司；长虹日电与长虹华意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3、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创科技”） 

法人代表：郑光清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安州工业园区马鞍大道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服务；家用制冷电器具、

家用空气调节器、家用通风电器具、其他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与销售；照明器具、

塑料制品、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销售；

保鲜产品（高压静电装置）以及水分子激活技术研究与应用产品开发；其他医疗

设备及器械制造、销售；软件开发；新技术推广服务及应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物联网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企业形象策划服务；广告的设计

制作发布；职业技能培训；仪器仪表修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

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爱创科技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虹华

意是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与

长虹华意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条第(二)

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4、乐家易连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家易”） 

法人代表：李伟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住所：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广告设计、制作、发布，模型设计、平面创意，企业品牌推广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家居产品开发、销售，利用互联网及实体店销售：酒水、烟草、

农副产品、电动滑板车及平衡车、无人机、多功能飞行器、机器人、日用百货、

服装、皮革制品、鞋帽、洗涤用品、化妆品、摄影器材、玩具、音响设备及器材、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数码设备、金属制品、通讯器材及设备、电气设备及器材、

机械设备及配件、预包装食品、家具、仪器仪表、办公用品、体育用品、酒店设

备、安防设备、旅游文化用品、金银珠宝、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医

疗器械、太阳能产品及设备、电子显示屏、建筑材料、电源电池、照明产品、智

能产品与设备、厨卫及燃气灶具、净化设备，电信增值业务，仓储（不含危险化

学品）、装卸搬运及运输服务，电器的安装、调试、维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乐家易与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是《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法人。 

5、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易家”） 

法人代表：王勇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住所：绵阳高新区石桥铺绵阳高新国际创意联邦电商产业园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及承接计算机网络工程，货物、技术进

出口（法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广告设计、制作，

模型设计、制作、销售，家居产品开发、销售，利用互联网销售日用百货、服装、

皮革制品、鞋帽、洗涤用品、化妆品、摄影器材、玩具、音响设备及器材、家用

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灯具、机电设备及配件、机

械设备及配件、预包装食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酒店设备、旅游文化用品、

金银、珠宝、电信增值业务（凭委托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化品）、太

阳能设备、一类医疗器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智易家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是《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

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

原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本次新增 2018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类型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向关联人采购零部件与委托加工的产品二种类

型。 公司同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

价基础，委托加工产品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定价，通过合同方式

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按照市场化原则与关联方就具体的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明确各方

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智易家、乐家易、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长虹日电拥有网络销售或实体销

售经验与销售渠道，通过与上述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有利于格兰博扩大市场份额，

提高营业收入。 

2、爱创科技拥有较完善的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设备及自动控制技术，制造

能力、研发能力、品质管理能力较强，能满足格兰博的零部件及产品加工要求。

格兰博按照市场化原则将部分产品委托爱创科技生产，核心部件由格兰博按市场

化原则销售给爱创科技，同时格兰博向爱创科技采购部分零部件及委托生产的清

洁机器人，能够推进双方的业务发展，达到双赢的目的。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通过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委托生产等，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与管理费用，有利于公司

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由于上述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通过

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通过查阅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以及独立

董事意见，与公司管理层及相关经办人员进行沟通，本保荐机构对长虹华意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进行了核查。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长虹华意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经长虹华意

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

和监事会皆发表了明确表示同意的意见，审议程序及相关文件内容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文件规定。 

2、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

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没有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 

3、保荐机构对本次长虹华意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项无

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长虹华意压缩

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缪晏                 尹永君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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