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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长虹美菱”）

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四川长虹”）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模

塑”）、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

包括四川长虹）将发生关联交易，交易涉及向关联方销售商品、购买商品等方面。 

（二）年初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实际发生情况 

2018 年 3 月 28 日、2018 年 5 月 10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 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长虹模塑销

售商品的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6,000 万元（不含税）；同意 2018 年度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

承租、采购设备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5,000万元（不含税）。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模塑已累计发生销售商

品关联交易金额为 14,427.33 万元（不含税）；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

包括四川长虹）已累计发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

购设备等日常关联交易 3,947.80 万元（不含税）。 

（三）本次增加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1.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 

结合长虹模塑、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在有关方面的优势，在市场化的原则下，

为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预计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模

塑、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发生的销售商品或购买商品等交易

增加，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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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少人化项目实施，组件供货方式变更 

为落实公司智能制造项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2018 年公司集

中规划、推进少人化工程项目，减人提效，其中一项工作为推进供应商组件供货

和工序外包。为此，年底公司与供应商的交易增加，而长虹模塑作为公司供应商

之一，也因此增加了交易，其为公司提供多种组件物料，需从公司购买电器件、

钣金件等组件子物料进行加工生产，导致 2018 年公司对其的关联销售交易金额

增加。 

（2）公司因经营及业务需要，新增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商品业

务 

由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下属子公司业务切换，公司需将部

分原从四川长虹下属子公司进行采购的业务转而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

购，因此，结合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公司新增向长虹

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 

2.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截至目前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对全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上述经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金额已不能

满足全年正常的生产经营需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

规定，公司拟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拟增加预计 2018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模塑发生销售商品交

易金额不超过 7,000万元（不含税）。 

（2）公司拟增加预计 2018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

含四川长虹）发生购买商品等交易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不含税）。 

本次增加后，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不

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力等日常关

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628,000 万元，其中公司与长虹模塑销售商品等日常关联

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23,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

含四川长虹）进行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

等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9,000万元。 

（四）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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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增加预计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的

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增加预计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下属子公司长虹模塑发

生的销售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7,000万元。本次增加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该关联人在 2018年度进行的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23,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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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预计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同意增加预计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的

购买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000万元。本次增加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与该关联人在 2018年度进行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

采购设备等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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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增加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增加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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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增

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增加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本次新增预计的与长虹模塑、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

容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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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9

月已发生金

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原预计

金额 

增加金

额 

重 新 预

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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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 7,000 23,000 14,427.33 11,200.34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

设备等 

四川长虹电子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

司 

购买商品（控制器

等）、接受劳务服

务、燃料动力、承

租、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5,000 4,000 9,000 3,947.80 2,219.83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

其子公司（不含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496,971.46万元（不含税）；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已累计发

生向关联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以及向关

联人销售商品、出租等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3,629.91万元（不含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郑光清 

注册资本：120,000,000元 

住所：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 35号 

经营范围：工业造型与结构设计，模具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维修服务

及原材料销售，塑料及塑料制品加工与销售，塑料制品的表面装饰加工，技术服

务和转让；电器产品生产及加工；汽车零部件总成；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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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模塑 2017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长虹模塑资产总额 1,323,594,711.08 元，负债总额 858,775,040.18 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 464,819,670.9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463,680,241.19元。2017年度，长虹模塑实现营业收入 2,678,664,990.26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4,105,348.77元。 

根据长虹模塑 2018 年 1-9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长虹模塑资产总计为 1,125,051,724.75 元，负债为 603,655,494.75 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 521,396,230.0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519,855,031.27元。2018年 1-9月，长虹模塑实现营业收入 1,574,954,071.5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6,174,790.08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长虹模塑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关联关系图如下：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模塑已连续多年为本公司提供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件、钣金件等，

且长虹模塑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虹模塑能够遵守双方的约

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2018 年增加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销售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件、钣金

件等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7,000 万元（不含税），增加后与该关联人进行的

销售商品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23,000万元（不含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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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100% 

23.22% 

100% 

22.94%

%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93.17%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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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多年从事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服务等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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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及服务。 

2018 年增加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购买商品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4,000 万元（不含税），增加后与该关联人进行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

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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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方销售商品、购买商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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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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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塑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

联交易，目的均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提升效率，节约成本。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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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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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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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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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加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主要为： 

（1）为落实公司智能制造项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工成本，2018年公

司集中规划、推进少人化工程项目，减人提效，其中一项工作为推进供应商组件

供货和工序外包。为此，年底公司与供应商的交易增加，而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模塑”）作为公司供应商之一，也因此增加了交易，其

为公司提供多种组件物料，需从我司购买电器件、钣金件等组件子物料进行加工

生产，导致 2018年公司对其的关联销售交易金额增加。 



（2）由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四川长虹下属子公司业务切换，结合

公司经营需要，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公司需增加向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购买

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 

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营需要，本次增加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将

更客观地反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真实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增加预计的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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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增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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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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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18 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障公司

经营的正常进行,是正常、合理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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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次新增预计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无需提交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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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