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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19-030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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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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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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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虹华意 股票代码 0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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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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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史强 巢亦文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

开发区内）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

开发区内） 

电话 0798-8470228 0798-8470237 

电子信箱 shiqiang@hua-yi.cn hyzq@hua-y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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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95,301,162.92 4,735,634,009.41 -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875,840.95 60,266,493.89 -2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659,215.16 36,698,387.82 -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1,734,550.20 -209,783,524.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866 -2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866 -2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90%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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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6,522,222.15 10,091,162,363.87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1,851,993.45 3,206,655,653.56 1.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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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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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208,798,711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28,750,000 0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2.35% 16,346,630 0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1% 8,435,570 0   

郑泉 境内自然人 1.00% 6,94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

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2% 5,693,667 0   

王凤芹 境内自然人 0.74% 5,178,158 0   

郑达 境内自然人 0.73% 5,097,050 0   

林继华 境内自然人 0.60% 4,150,000 0   

马国琴 境内自然人 0.58% 4,007,99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与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八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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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8,750,000 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14,370,000 股，

信用账户持有 14,380,000 股。马国斌、郑泉、王凤

芹、郑达、林继华、马国琴所持股份,均为信用账

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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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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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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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9年，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我们面临的经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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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更加严峻。一方面，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进一步放缓；美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规则

面临挑战；中美贸易摩擦硝烟未散，对话与交锋长期存在，都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影响。另一方面，

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制造业发力“补短板”，减速提质、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家电行业面临消费升级，智能、舒适、节能、健康成为新趋势，但供大于求的局面短

期内难以改变；冰压行业产能过剩情况日益严重，行业竞争激烈多变，企业盈利艰难，经营难度加大。 

从上游看，大宗原材料价格震荡回升，报告期末，酸洗板、矽钢片到厂价分别同比上涨1.4%和5.6%，

相比年初分别上涨12%和9.3%。从下游看，据“产业在线”信息，2019年冰箱行业结构升级带来的溢价空间

的萎缩，内销市场价格出现下探，产销不旺态势继续保持，导致冰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行业内无序竞争

已蔓延至全球市场，部分企业不惜成本抢单现象严重，价格竞争明显。 

2019年上半年，公司冰压主业面临较多困难。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公司主营产品压缩机、清洁机器人

均被列入加征关税目录，对美国出口业务产生较大影响。二是美国制裁伊朗，导致公司压缩机出口伊朗业

务处于暂停状态。三是冰压行业形势严峻，市场中低端小型压缩机需求增长、价格战进入白热化，内销和

出口均价同比大幅下降。 

在冰压行业整体趋冷的同时，产品结构性变化也给市场带来新的机遇。一是制冷器具能效要求持续提

升，变频压缩机需求增大，行业变频压缩机产销量保持连续快速增长。二是随着终端市场商用产品的增长，

商用压缩机也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三是终端用户对感官体验越来越重视，对降噪减振提出了更高要求，性

能技术升级产品出现新需求。四是全球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环保冷媒替代逐渐加速，多工质压缩机的应用

越来越多。五是针对海外市场的宽电压产品市场不断得到开发。 

面临既有困难，又有机遇的发展环境，公司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切实增强忧患意识，

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化危为机，做最难的打算，付出最大的努力。公司继续坚持高

质量发展方向，紧紧围绕“由大向强”的目标，保持战略定力，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攻坚克难、

加大开发、拓展营销、协同发展、增强盈利”的年度工作主线，牢牢把握“盈利为主，结合销量”的基本能原

则，加大开发投入，不断优化产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优化成本，做强商用产品、做优变频产品、做

精家用产品，努力实现“十三五”规划的近期目标和“第一强”的远期目标。 

报告期，公司主要取得以下成绩： 

1、完成上半年业绩目标。 

报告期，公司努力克服竞争加剧、价格战激烈等困难，销售压缩机2525万台，计划完成程度53.72%；

销售扫地机器人37.65万台，计划完成程度49.54%；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6亿元，计划完成程度48.42%,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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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营业收入略低于上半年目标；实现净利润4788万元，计划完成程度59.85%，完成上半

年利润目标。 

2、运营提效，资金占用大幅下降。 

报告期，公司努力提升资产运营效率，采取存货、应收双压控管理，加快资金周转，上半年经营性现

金流由去年同期的-2.1亿元增加至正4.2亿元，资金利用率进一步提升。 

3、挖潜增效，全员动员要效益。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行业竞争，公司大力开展增收降本和“两化竞赛”活动，上半年开展各类活动385项，

实现降本13126 万元，部分地抵销了销售价格下行的影响。 

4、拓展营销，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由于中美贸易战和拉美、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政治、经济动荡，公司在相应地区销售受到较大影响，公

司全力拓展其他海外市场和大力拓展商用业务并取得实质成果，努力将对公司整体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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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 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本集团执行对该项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报表项目

采用追溯调整法，对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调整如下： 

2018.12.31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218,107,048.50  -3,218,107,048.50 

 应收票据   1,782,399,030.91 1,782,399,030.91 

 应收账款   1,435,708,017.59 1,435,708,017.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49,913,683.70  -3,649,913,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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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31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金额 

 应付票据   2,169,018,954.54 2,169,018,954.54 

 应付账款   1,480,894,729.16 1,480,894,729.16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为财务报表项目的分类调整，未对本期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财政部 2017 年 3 月 31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2017 年 5 

月 2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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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

更内容如下： 

①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②调整了非交易性

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

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③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

法”；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⑤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

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⑥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①在考虑其合同现金流特征及所属业务模式后，公司对金融资产/负债进行了重分类，将前期划分

为交易性金融/负债中外汇合约、掉期等涉及的金额，重分类到报表项目衍生金融资产/负债中，将前

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金额重分类到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中；②对金融资产减值，公司以“预期

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并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同

时对于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均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公司预期

信用损失模型对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2019 年 1 月 1 日盈余公积增加 300,354.8 元，

期初未分配利润增加 7,621,651.59 元，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0,695,383.39 元。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的具

体调整如下： 

报表项目 2018.12.31 2019.1.1 调整金额 

 应收票据  1,782,399,030.91 1,770,537,225.17 -11,861,805.74 

 应收账款  1,435,708,017.59 1,441,370,174.10 5,662,156.51 

其他应收款 36,352,662.13 39,778,934.36 3,426,2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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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18.12.31 2019.1.1 调整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287,392.97   -14,287,392.9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4,287,392.97 14,287,392.97 

盈余公积 60,497,155.72 60,797,510.52 300,354.80 

未分配利润 855,934,343.52 863,555,995.11 7,621,651.59 

少数股东权益 1,015,855,325.97 1,005,159,942.58 -10,695,383.39 

二、重要会计估计变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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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董事长：杨秀彪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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