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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下属

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的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控股子

公司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将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采购或销售压缩机、

塑料件、包装箱、冷板、空调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

购买或提供燃料、动力；采购或提供劳务；租赁、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或销售

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236,230万元（不含税）。截至目前，公司与

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615,454.28万元（不含税）。 

2018年12月10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

川长虹）发生购买商品及原材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及动力、

采购设备、租赁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89,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李伟先生、史强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

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

虹华意）发生购买或销售商品；采购或销售塑料制品、包装箱、门壳、冷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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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

供燃料及动力；租赁、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

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提供设计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974,100万元

（不含税）。 

关联董事李伟先生、史强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向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冰箱

（柜）压缩机交易金额不超过 72,000万元（不含税）；向长虹华意购买压缩空气、

接受后勤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30 万元（不含税）；向长虹华意下属子公

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清洁机器人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000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李伟先生、史强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

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外

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四川

长虹、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2019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2019 年） 

2018 年 1-9 月

实际发生金额 

上年（2017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购买燃

料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路、辅料、

色母料、购买燃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60,000.00 25,574.73 37,294.57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塑件、电控盒盖、

底盘、摆叶等 
市场价 140,000.00 57,510.43 69,088.66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金件等 市场价 55,000.00 25,551.48 36,871.44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市场价 20,000.00 8,870.94 11,148.32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遥控器、变压器等 市场价 6,000.00 2,333.38 4,112.64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市场价 10,000.00 6,172.68 5,904.39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

股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燃料及动力 市场价 5,000.00 699.67 1,634.2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压缩机等 市场价 72,000.00 40,841.80 37,169.68 

压缩空气 市场价 130.00 50.83 59.1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清洁机器人等 市场价 1000.00 156.25 133.38 

小计 -- -- 369,130.00 167,762.19 203,416.42 

向关联人采购或销售设备、

软件、维备件、模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软件、维备

件、模具等 
市场价 5,000.00 559.93 700.44 

小计 -- -- 5,000.00 559.93 700.44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燃

料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冰箱、空调、洗衣机、空气净

化器等 
市场价 8,000.00 4,786.84 127,288.97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彩板、门壳等组件 市场价 10,000.00 4,897.32 6,714.31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件、

钣金件等 
市场价 35,000.00 14,427.33 11,200.34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冰箱、空调、食品等 市场价 100.00 0.20 0.24 

CHANGHONG(HK)TRADINGLIMITED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100,000.00 21,597.93 36,525.50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

厨卫、小家电等 
市场价 400,000.00 184,863.47 225,620.35 

乐家易连锁管理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洗衣机、

厨卫、小家电等 
市场价 5,000.00 1,503.10 744.4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

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8,000.00 5,553.06 5,707.12 

小计 -- -- 566,100.00 237,629.25 413,801.27 

租赁业务、承租业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仓储、厂房、公寓、办公地点

等租赁业务 
市场价 5,000.00 1,336.45 2,324.34 

小计 -- -- 5,000.00 1,336.45 2,324.34 

向关联人外包国内产成品

物流业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市场价 60,000.00 38,797.64 55,778.60 

小计 -- -- 60,000.00 38,797.64 55,778.60 

向关联人外包国内产品售

后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售后、安装维修费等 市场价 35,000.00 13,399.45 13,596.57 

小计 -- -- 35,000.00 13,399.45 13,596.5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其他服

务、劳务或向关联人提供其

他服务、劳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其他服务、

劳务 
市场价 5,500.00 2,115.06 2,702.14 

小计 -- -- 5,500.00 2,115.06 2,702.1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

业务 
市场价 1,500.00 154.09 0 

小计 -- -- 1,500.00 154.09 0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出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市场价 3,000.00 2,626.30 1,785.99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空调、小家电、食品等 市场价 3,000.00 143.80 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出租等 市场价 3,000.00 1,767.54 2,161.39 

小计 -- -- 9,000.00 4,537.64 3,947.38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

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

租、采购设备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5,000.00 1,888.29 2,659.10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源线、控制板、控制器等 市场价 20,000.00 2,174.57 0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

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155,000.00 1,773.23 2,219.83 

小计 -- -- 180,000.00 5,836.09 4,878.93 

合计 -- 1,236,230.00 472,127.79 701,146.09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2018 年 1-9

月）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燃料及动

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路、

辅料、色母料、接受燃料

及动力等 

25,574.73 57,000.00 2.48% -55.13% 

2018 年 3 月

30 日、5 月

11 日、8 月

15 日巨潮资

讯 网

(2018-005、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等 57,510.43 110,000.00 5.57% -47.72%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等 25,551.48 62,000.00 2.48% -58.79%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8,870.94 22,000.00 0.86% -59.68%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变压器等 2,333.38 7,000.00 0.23% -66.67% 2018-006 、

2018-008 、

2018-029 、

2018-047 、

2018-052 号

公告)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印制板组件等 6,172.68 24,000.00 0.60% -74.28%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控股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燃料及动

力 
699.67 5,200.00 0.07% -86.5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压缩机等 40,841.80 60,000.00 3.96% -31.93% 

压缩空气等 50.83 130.00 0.00% -60.90%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清洁机器人 156.25 650.00 0.02% -75.96% 

小计 -- 167,762.19 347,980.00 16.27% -51.79% 

向关联人采购或

销售设备、软件、

维备件、模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软件、

维备件、模具等 
559.93 5,000.00 1.01% -88.80% 

小计 -- 559.93 5,000.00 1.01% -88.80%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燃料及动

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空调及其他商品等 4,786.84 32,000.00 0.36% -85.04%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等组件 4,897.32 12,000.00 0.37% -59.19%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

件、钣金件等 
14,427.33 23,000.00 1.09% -37.27%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冰箱、空调等 58.92 6,000.00 0.00% -99.02% 

CHANGHONG(HK)TRADINGLIMITED 冰箱、冰柜、空调等 21,597.93 120,000.00 1.63% -82.00%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洗衣

机等 
184,863.47 420,000.00 13.95% -55.98%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控股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

力等 
6,997.44 15,000.00 0.51% -53.35% 

小计 -- 237,629.25 628,000.00 17.91% -62.16% 



租赁业务、承租业

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仓储、厂房、公寓、办公

地点等租赁业务 
1,336.45 5,000.00 10.47% -73.27% 

小计 -- 1,336.45 5,000.00 10.47% -73.27%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成品物流业

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 
运输、仓储、装卸 38,797.64 71,000.00 32.30% -45.36% 

小计 -- 38,797.64 71,000.00 32.30% -45.36%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品售后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

公司 
售后、安装维修费等 13,399.45 25,000.00 11.16% -46.40% 

小计 -- 13,399.45 25,000.00 11.16% -46.40%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其他服务、劳务

或向关联人提供

其他服务、劳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其他服

务、劳务 
2,115.06 5,000.00 1.74% -57.70% 

小计 -- 2,115.06 5,000.00 1.74% -57.70%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融资租赁、商业

保理及融单等业

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

单等业务 
154.09 300.00 100% -48.64% 

小计 -- 154.09 300.00 100% -48.64%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出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 2,626.30 

9,500.00 

0.20% 

-52.2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出租等 1,911.34 0.14% 

小计 -- 4,537.64 9,500.00 0.34% -52.24%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服

务、燃料动力、承

租、采购设备等 

四川长虹欣锐科技有限公司 钣金件、塑料件等 0 1,000.00 0.00% -100.00%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

司 
采购设备等 1,888.29 6,000.00 3.43% -68.53%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电源线、控制板、控制器

等 
2,174.57 9,000.00 0.21% -56.1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

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

备等 

1,773.23 2.30% 

小计 -- 5,836.09 16,000.00 5.94% -63.52% 

合计 -- 472,127.79 1,112,780.00 -- -57.5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对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18 年度产销计划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

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公司 2018年 1-9 月

份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预计 2018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也不会超过预

计总金额；部分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20%以上，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公

司将在 2018年度结束后披露 2018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对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18年度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

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

公开，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3,000,000,000元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

营管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

日用金属制品、燃气用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

处理，集成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

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

池系列产品、电力设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备、数字监控产品、

金属制品、仪器仪表、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销售，

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

仓储、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房屋及设备租赁，武器整机、配套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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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集团2017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

虹集团资产总额78,694,787,621.04元，负债总额59,145,327,020.02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19,549,460,601.02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207,735,662.32元。2017年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80,011,480,340.84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868,675.67元。 

根据长虹集团2018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18年9月30日，长

虹集团资产总计83,048,450,796.63元，负债合计62,992,319,303.71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20,056,131,492.92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194,011,644.40元。2018年1-9月份，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60,709,304,106.15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2,871,022.25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11月30日，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23.22%的股

权，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提

供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采购设备等业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出租

等，业务开展较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虹集团能够遵

守双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19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189,000万元（不含税）。 

（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600839）。 

成立日期：1993年4月8号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4,616,244,222元 

住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

家居产品、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

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产品、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制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

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公用机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

具的制造、销售和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产品及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

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与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高科

技项目投资及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信息技术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

备、贵重金属、汽车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及相关进出口业务，电信业务代

办，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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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川长虹2017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四

川长虹资产总计为65,422,693,120.45元，负债为44,565,860,964.23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20,856,832,156.22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2,892,581,686.73元。2017年度，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77,632,476,743.23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6,392,363.10元。 

根据四川长虹2018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9月30日，四

川长虹资产总计为72,051,306,920.57元，负债为50,682,047,941.28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21,369,258,979.29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2,952,404,547.32元。2018年1-9月，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57,839,103,485.8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05,083,781.88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11月30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本公司271,646,012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6.01%，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

有本公司A股股份239,617,768股，占总股本的22.94%；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流通B股32,028,24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7%。四川长虹是本公

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连续多年从该公司采购塑料件、包装箱、冷板、工程设备、维备件、

模具等，同时向该公司及子公司销售材料、电器件、钣金件和通过其销售平台销

售空调产品等，提供或接受劳务及其他工程维修、软件服务、租赁、融资租赁等

业务，向其下属子公司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合作良

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

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19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974,100万元（不含税）。 

（三）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虹华意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0404）。 

成立日期：1996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695,995,979元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

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

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资产租赁，家用电器的销售，企业管

理咨询与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与服务，财务咨询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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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华意2017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



虹华意资产总计为9,978,196,827.90元，负债为6,015,533,468.94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3,962,663,358.96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148,333,333.02元。2017年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8,114,110,395.94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97,123,634.22元。 

根据长虹华意2018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9月30日，长

虹华意资产总计为9,934,332,966.86元，负债为5,764,232,524.05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4,170,100,442.81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136,034,785.29元。2018年1-9月，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6,757,566,396.39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2,681,826.58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华意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多年为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清洁机器

人及燃料动力，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

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配件、清洁机器人及燃料动力等。 

2019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73,130万元（不含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

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交易涉及向关

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原材料；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料件、电器件、钣金件、

包装箱、冷板、空调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

供燃料、动力；采购或提供劳务；租赁或承租、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或销售软

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保证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节约成本为目的，均为本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的持续的、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本

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目的均为保证

正常生产经营，节约成本，通过前端配套、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租赁、融

资租赁、软件服务、通过其销售平台销售空调产品、外包物流业务及售后服务等

方面的关联交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保证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前述关

联交易均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3.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的重要部件，本公司出于性能、质量、价格、服务、

运输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年来部分选用了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

同时，公司在长虹华意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清洁机

器人产品。另外，由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美菱电器”）厂区紧邻长虹华意厂区，为节约管理等成本，江西美菱电器

向长虹华意购买压缩空气、接受后勤服务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

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

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此类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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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干胜道先生、任

佳先生、路应金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

认可意见书。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

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

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

生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