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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秀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万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邢丽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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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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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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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6,948,749.16 10,093,935,740.87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55,268,811.10 3,198,733,647.17 1.7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8,789,185.94 16.17% 6,944,090,348.86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319,000.11 451.44% 61,194,841.06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15,323.95 123.13% 48,874,539.11 1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85,634,136.5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91 445.71% 0.0879 -2.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91 445.71% 0.0879 -2.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1% 0.34% 1.89% -0.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207,955.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8,539,765.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611,655.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38,504.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05,4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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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132,947.57  

合计 12,320,301.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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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0% 212,99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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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15,526,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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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 5,52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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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琴 境内自然人 0.58% 4,007,997 0   

袁建忠 境内自然人 0.56% 3,888,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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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12,994,972 人民币普通股 212,994,972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8,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50,000 

马国斌 15,526,135 人民币普通股 15,526,135 

景德镇市国资运营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8,435,570 人民币普通股 8,435,570 

郑泉 6,9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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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667 人民币普通股 5,522,667 

王凤芹 5,178,158 人民币普通股 5,178,158 

郑达 5,097,050 人民币普通股 5,097,050 

马国琴 4,007,997 人民币普通股 4,007,997 

袁建忠 3,8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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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普通账户持有 14,370,0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14,380,000 股。马国斌普通账户持有 115,0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15,411,135 股。郑泉、

王凤芹、郑达、马国琴、袁建忠所持股份,均为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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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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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619,267,777.29 2,780,639,440.12 30.16% 主要系经营积累及到期理财产品赎回 

应收票据 1,097,031,924.82 1,770,537,225.17 -38.04% 主要系票据到期承兑及贴现所致 

其他应收款 67,319,675.38 39,778,934.36 69.23% 
主要系应收长虹财务公司定期存款利息

增加 

应收利息 31,299,087.08 4,447,732.87 603.71% 
主要系应收长虹财务公司定期存款利息

增加 

开发支出 15,560,315.93 5,051,982.35 208.00% 
主要系压缩机与清洁机器人开发支出增

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4,851,688.68 8,910,350.83 -45.55% 主要系设备及工程预付款结算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11,308,840.45 478,639.25 2262.71% 主要系远期外汇合约期末公允价值减少 

预收款项 59,073,143.38 33,372,340.92 77.01% 主要系本期客户备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3,438,481.54 89,863,940.50 -51.66% 主要系发放去年年末计提的年终奖 

应交税费 20,306,928.31 31,001,757.83 -34.50% 主要系支付已计提所得税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11,000,000.00 -100.00% 系子公司长期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10,554,446.66 -100.00% 系按最新准则要求重分类所致 

长期借款 240,000,000.00 - 100% 主要系本期新增三年期并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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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综合收益 5,703,638.01 4,370,031.85 30.52%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2、利润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月 2018 年 1-9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3,311,453.18 12,821,326.17 -437.81% 主要系存款增加利息收入增加 

利息收入 83,740,866.60 29,512,673.23 183.75% 主要系存款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539,765.86 14,085,494.16 31.62%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18,251,313.96 11,749,335.33 55.34% 主要系远期外汇交割收益增加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 
3,892,941.69 6,156,540.68 -36.77% 主要系联营企业利润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794,150.13 4,210,904.14 -475.08% 主要系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4,424,002.65 -24,823,992.92 - 
主要系上海威乐对知豆公司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962,279.73 -4,816,629.31 -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07,955.45 146,398.48 -925.11%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营业外收入 5,721,315.65 3,173,354.61 80.29% 主要系对供应商质量罚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82,810.83 2,979,166.34 -70.37% 主要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支付残疾人保障金支出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333,606.16 -532,429.30 -350.48% 主要系汇率变动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9月 2018 年 1-9 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5,634,136.51 -19,801,546.93 -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所

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3,778,463,000.00 2,253,420,000.00 67.68% 
主要系本期利用临时闲余资金多频次理

财，到期收回现金同比增加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908,940.88 23,670,579.91 -66.59%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规模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022,895.00 152,669.70 570.01%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金额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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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5,129,979.38 400,422,325.13 -83.73% 
主要系上年新增并表子公司格兰博期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52,524,815.26 2,677,665,574.74 43.88% 
主要系临时闲余资金理财投资频次增

加，投资收回的现金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3,718,363,000.00 2,807,134,871.28 32.46% 
主要系临时闲余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频次

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448,906.33 1,867,053.27 406.09%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远期外汇合约保证金

增加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823,584,709.73 2,929,316,688.81 30.53% 
主要系临时闲余资金多频次理财投资支

付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940,105.53 -251,651,114.07 - 主要系本期未到期理财产品减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59,601,491.67 1,932,344,538.48 -39.99% 主要系本期到期借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86,972,110.35 112,972,560.72 -23.01% 主要系本期分红派息款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3,748,048.74 - 100% 主要系期末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839,575.54 8,509,988.13 -78.38% 主要系期末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48,413,177.56 2,053,827,087.33 -39.22%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4,539,848.96 -729,382,175.66 - 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6,933,445.24 -17,338,363.86 -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46,047,536.24 -1,018,173,200.52 -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与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联交易情况 

（1）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详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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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8年12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报告期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
额(不含税,万

元) 

2019 年 1-9月实际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发生金额(不含

税,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销售压缩
机等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72,000 31,557 4.57% 

向关联人销售扫地
机器人等 

1,000 121 0.02% 

向关联人销售储能

产品和相关材料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28 0.02% 

销售储能产品、扫
地机器人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 

600 214 0.03% 

向关联人出售边角

废料 

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300 1424 40.22%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原材料、

接 受 劳 务 服
务、采购设备

等 

采购产品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

有限公司 
1,200 195 0.03% 

向关联人购 PCB、适
配器、遥控器、电

子元器件，智能扫
地机器人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4,750 1545 0.25% 

购买商品、原材料、
接受劳务服务、采

购设备等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他下属子

公司 

50,000 26 0.00% 

接受软件服务或购
买产品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限公
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 

600 247 0.04%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接受物流服务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 
3,000 1804 0.29% 

向关联人提供

劳务 

向关联人提供压缩

空气、后勤服务等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130 65 1.84% 

合计 136,580 37,326   

（2）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公司2019年1月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与长虹集团财务公司重新签署为

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根据协议，长虹集团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要求向

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报告期，本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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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长虹财务公司

存款 
- - - - - 

1、活期存款 3,784,230.69 4,998,282,447.25 4,997,662,896.55 4,403,781.39 132,138.08 

2、定期存款 1,158,000,000.00 3,596,752,000.00 3,502,590,000.00 1,252,162,000.00 27,790,149.21 

3、保证金 1,500,000.00 21,342,200.00 13,488,000.00 9,354,200.00 23,859.70 

二、向长虹财务公司借款 
- - - - - 

1.短期借款 
- - - - - 

2.长期借款 
- - - - - 

三、其他金融业务 
- - - - - 

1.票据贴现 
 

204,571,961.69 204,571,961.69 
 

-877,932.60 

2.其他（开票） 219,753,344.72 361,825,210.85 307,533,958.44 274,044,597.13 -181,290.21 

2、对外担保情况 

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19年对外担保额度进行预计，详见公司于2018

年12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19年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本报告期无违规

担保。报告期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预计为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8,000万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1,500万元； 

预计为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4,700万欧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4,124.35万

欧元； 

预计为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7,000万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5,000万元； 

预计为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9,000万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4,000万元； 

预计加西贝拉为加西贝拉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2,000万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0万元； 

预计加西贝拉为威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报告期实际担保额为3,742.75万元。 

3、委托贷款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为支持上海威乐空调器有限公司的发展，同意

加西贝拉向上海威乐空调器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此次委托贷款申请额度不超过9000万元（含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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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期限为一年，委托贷款主要用于威乐公司生产经营与技改投入，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执行（实际情况以委托贷款合同为准）。截止报告期末，加西贝拉向威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8,500万

元，融资利率为4.35%，收到利息278.48万元。 

4、重大诉讼事项 

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豆公司”）因受国家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调整及自身经营问题

影响，经营困难，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威乐”）对知豆公司应收账款7122万元

已逾期，上海威乐对知豆公司提起诉讼，2019年6月18日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详见2019年6

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第2019-026号公司公告）,该案已于2019年8月8日首次开庭审理，

庭审中知豆方对诉状中提到的既定事实基本认同，其中涉及到1500万元商票事宜及相关三包理赔材料费

（未实际赔付）问题，庭审法官责令双方庭下进一步举证核实，并将相关资料提交至微法庭。 

截止2019年6月30日，上述逾期应收账款已计提坏账准备4273万元。本着谨慎性原则，根据知豆公司

目前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同意上海威乐对知豆公

司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5、增资华意荆州事项 

为增强控股子公司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的资本实力，补充其流动资金，降低资产负债率，提

高其核心竞争力及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以自有资金对华意荆

州现金增资 7000 万元（详见 2019年 8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第 2019-031 号公司公告）。

目前，华意荆州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增资方案，具体增资事宜正在办理中。 

6、增资长虹财务公司事项 

为提升公司金融业务层次，增强公司在金融市场投融资能力，进一步扩大公司融资规模，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以自有资金与关联方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增

资人民币 5 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详见 2019 年 9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

网第 2019-034 号公司公告）。目前，各股东方正在签署相关增资协议。 

7、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案事项 

为了兼顾格兰博原股东的短期经营目标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同意对格兰博对赌净利润的核算方法进行调整，2019-2020 年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法调整为：在当年

实 际实现净利润的基础上，增加当期中长期研发投入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和当期品牌建设投入的 60%

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对赌协议中的其他条款不变（详见 2019 年 9 月 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

资讯网第 2019-035 号公司公告）。 

8、格兰博终止挂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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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 公司申请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同意格兰博申请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详见

2019 年 9 月 24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第 2019-040 号公司公告）。格兰博已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挂牌事宜。该事项尚需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目前格兰

博正在准备相关材料。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事项 2018 年 01 月 24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 2018-006 号公司公告 

2019 年担保额度预计 2018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8-080 号公司公告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8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8-081 号公司公告 

2019 年与长虹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

易事项 
2018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8-082 号公司公告 

向上海威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2018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8-083 号公司公告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告 2019 年 03 月 23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10 号公司公告 

上海威乐起诉与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9 年 6 月 26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26 号公司公告 

增资华意荆州事项 2019 年 8 月 10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31 号公司公告 

增资长虹财务公司事项 2019 年 9 月 10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34 号公司公告 

调整格兰博对赌净利润核算方案事项 2019 年 9 月 10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35 号公司公告 

格兰博终止挂牌事项 2019 年 9 月 24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40 号公司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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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配股募集资金 40,000 20,000 0 

国债逆回购 自有资金 90,036.6 10,000 0 

合计 130,036.6 3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受托

机构

名称

（或

受托

人姓

名） 

受托

机构

（或

受托

人）类

型 

产品类

型 
金额 

资金

来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金

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

是否

还有

委托

理财

计划 

事项

概述

及相

关查

询索

引（如

有） 

国泰

君安 
券商 

国债逆

回购 

90,036

.6 

自有

资金 

2019

年 08

月 09

日 

2019

年 08

月 28

日 

国债 
固定

利率 
2.71% 29.84 29.84 

本息

到期

全部

收回 

0 是 是 

2019

年 4

月 17

日证

券时

报与

巨潮

资讯

网刊

登的

2019-

017号

公司

公告 

长城

华西

银行 

银行 
理财产

品 
20,000 

配股

募集

资金 

2019

年 09

月 12

日 

2019

年 12

月 25

日 

银行

存款、

逆回

购、货

币基

金等

高流

动性

资产 

固定

收益 
3.50% 199.45 0 

未到

期 
0 是 是 

2019

年 6

月 27

日证

券时

报与

巨潮

资讯

网刊

登的

2017-

063号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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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合计 
110,03

6.6 
-- -- -- -- -- -- 229.29 29.84 -- 0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银行 无 否 
远期外

汇合约 
32,476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84,309 188,301 196,438 0 76,172 23.40% -596 

合计 32,476 -- -- 84,309 188,301 196,438 0 76,172 23.40% -59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8 年 01 月 2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8 年 02 月 09 日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已审议批准了《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管理

制度》，规定公司限于以实际业务为背景，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禁止投机和套利交

易。该项管理制度中明确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主要种类、操作原则、审批权限、管

理及内部操作流程等，并对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信息

披露等事项提出了要求，该制度有利于加强对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管理，防范投资风

险，健全和完善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机制，确保公司资产安全。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七章"公允价值确定"进行确

认计量，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行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得的价格确定。本公司对衍

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未到期合同，

根据期末的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远期汇价的差异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

债。报告期内本公司确认未到期衍生品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242 万元，合约到期投资收

益 646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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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号--套期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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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公司授权管理办法》、《公司

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等有关制度的规定执行，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

权范围内进行操作，公司以实际业务为背景，以锁定收入与成本、规避和防范汇率波

动风险、保持稳健经营为目的，开展的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与公司日常经营需求紧

密相关，有利于规避进出口业务所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的需要，

未有出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相关业务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 年 06 月 26 日 其他 其他 
2019 年 6月 22 日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

网第 2019-025 号公司公告 

2019 年 6 月 26 日公司参加江西上市公司 2019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详见 2019 年 6 月 22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

讯网第 2019-025 号公司公告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杨秀彪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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