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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长虹美菱”）的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及其控股股东四

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于 2013 年 8 月共同投资

设立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188,794.18 万元，双方各自持股比例均为 50%。长虹财务公司作为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集团财务公司，致力于搭建全集团的金

融服务平台，为长虹集团及下属各级子公司提供存贷款业务、结算业务和金融市

场业务等金融服务业务，积极推动供应链融资业务，通过产品创新、模式创新，

服务实体经济，切实满足供应链中企业的融资需求。未来长虹财务公司将继续通

过金融创新推动产融结合，充分发挥集团财务公司的作用，发展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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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与关联方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虹华意”）分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各增资人民币 5 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民

币 10 亿元。基于本次增资涉及的长虹财务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本公司本

次增资长虹财务公司的 5亿元资金中 40,299.83 万元计入其注册资本，9,700.17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长虹财务公司原股东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放弃本次优先认

缴出资权，不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后，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88,794.18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269,393.84 万元，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对长虹财务公司的持

股比例均变更为 35.04%；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对长虹财务公司的持股比例均为

14.96%。 

（二）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及其控股股东长虹集团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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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本公司与长虹华意、长虹财

务公司同受长虹集团控制，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与长虹华意共同对长虹财务公司进行增

资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19 年 9 月 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史强

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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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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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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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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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尚需经过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长虹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勇 

成立日期：1995 年 6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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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集团 2018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78,885,359,147.58 元，负债总额 58,857,435,504.77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0,027,923,642.81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024,208,739.88 元。2018 年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86,970,585,705.6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496,822.05 元。 

根据长虹集团 2019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79,234,491,410.45 元，负债总额 59,191,900,583.33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42,590,827.12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011,155,977.06 元 。 2019 年 1-6 月 份 ， 长 虹 集 团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1,724,970,504.08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160,206.53 元。 

（二）四川长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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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注册资本：461,624.4222 万元 

法定代表人：赵勇 

成立日期：1993 年 4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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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电信业

务、电信业务代办，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代理；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

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 

2.财务数据 

根据四川长虹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四川

长虹资产总额 71,504,938,934.12 元，负债总额 50,081,316,458.99 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为 21,423,622,475.13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3,051,802,448.65 元。2018 年度，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 83,385,262,868.7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3,218,610.74 元。 

根据四川长虹 2019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 73,035,400,843.82 元，负债合计 51,601,044,177.56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434,356,666.26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3,026,037,113.83 元 。 2019 年 1-6 月 份 ， 四 川 长 虹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9,967,343,373.9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127,967.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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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 号（高新开发区内） 

注册资本：69,599.5979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成立日期：1996 年 6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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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华意 2018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长虹华意资产总额为 10,093,935,740.87 元，负债总额为 5,879,346,767.73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214,588,973.14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额为 3,198,733,647.17元。2018年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 8,910,813,202.13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147,188.31 元。 

根据长虹华意 2019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6月 30

日，长虹华意资产总额为 10,166,522,222.15 元，负债总额为 5,901,287,731.14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265,234,491.01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额为 3,241,851,993.45 元。 2019 年 1-6 月，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

4,595,301,162.92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875,840.95 元。 

（四）关联关系 

截至 2019 年 8 月 31日，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关系结构图如下： 
 

 

 

 

 

 

 

 

 
 

 

 

 

 
 

 

 

 

（五）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集团、四川长虹、长虹华意及长虹财务公司的经营状况正常，财务状况

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且公司已与前述关联方开展了多年的购买商品、销

售商品等业务，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前述关联方均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前述关联方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

司提供优质的服务。 

三、本次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长虹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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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23.79%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30.59% 50% 

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 



住所：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注册资本：188,794.175102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嘉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3日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成员单位产

品的消费信贷；即期结售汇业务；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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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长虹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长虹财务公司2018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长虹财

务公司资产总额为15,175,473,628.83元；负债总额为12,853,260,530.11元，其

中吸收存款余额为10,978,429,997.6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22,213,098.72

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为187,099,511.18元，净利润76,935,647.18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4,324,180.72元。 

根据长虹财务公司2019年1-6月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6月30日，

长虹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14,918,706,611.39元，负债总额为12,556,492,850.23

元，其中吸收存款为10,768,348,162.5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62,213,761.16

元。2019年1-6月，营业收入为101,461,808.36元，净利润为40,000,662.44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8,825,661.74元。 

（三）标的股权的审计、评估情况 

1.审计情况 

根据长虹财务公司 2019 年 1-3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长虹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3,478,568,115.07 元；负债总额为

11,137,703,228.65 元，其中吸收存款余额为 9,272,104,032.09 元；所有者权

益合计为 2,340,864,886.42 元。2019 年 1-3月，营业收入为 47,256,744.09 元，

净利润 18,651,787.70 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83,443,906.67

元。 

2.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长虹



财务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3月 31 日，根据天源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9〕0218 号），本次采用资产

基础法和收益法对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条件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

234,227.37 万元，具体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为 1,347,856.81 万元，评估价值为 1,347,918.48 万元，评估

增值 61.67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1,113,770.32 万元，评估价值为 1,113,691.11

万元，评估减值 79.21 万元，减值率为 0.01%；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34,086.49 万元，评估价值为 234,227.37 万元，评估增值 140.88 万元，增值

率 0.06%。 

（2）收益法 

在本报告揭示的假设条件下，长虹财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243,451.58 万元，较账面价值增值 9,365.09 万元，增值率为 4.00%。 

（3）评估结果分析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与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 9,224.21 万元，差异率为

3.94%。经分析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过程和参数选取均较为合理。 

考虑到长虹财务公司为加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

率为目的的非银行特殊金融机构，与一般的金融机构不同，其宗旨是服务于长虹

集团成员单位，更好的发挥长虹集团公司资金管理优势。虽然受银保监会、中国

人民银行监管，但其收益率高低很大程度上源于长虹集团公司对于各集团成员单

位的鼓励及限制等政策，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收益口径无法公允反映长虹财务公

司的市场价值。评估专业人员经过对长虹财务公司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经营业

绩分析，依据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及适用的价值类型，

经过比较分析，认为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长虹财务公司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因此选定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长虹财务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 

（4）评估结论 

经综合分析，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确定的市场价值 234,227.37 万元为作

为长虹财务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增值 140.88 万元，增值率 0.06%。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应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来

确定，当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较小时，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 2019 年 3 月 31 日

至 2020 年 3 月 30日。 



（5）特别事项说明 

（一）未来义务及或有事项 

截至评估基准日，长虹财务公司不可撤销的办公场所经营租赁合约未来需缴

付的最低租赁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年限 2019 年 3 月 31 日 

一年以内 30,219.28 

一至二年 - 

二至三年 - 

三年以上 - 

合计 30,219.28 

（二）或有风险 

（1）开出承兑汇票是由承兑申请人向长虹财务公司申请，经长虹财务公司

审查同意承兑的商业汇票。 

（2）开出保函指长虹财务公司应申请人或委托人的要求，以出具保函的形

式向收益人承诺，当申请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诺的事项时，由长虹财务

公司按保函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信贷业务。 

（3）贷款承诺是长虹财务公司保证在借款人需要时向其提供资金贷款的承

诺。 

（4）商票保贴承诺是指长虹财务公司对特定承兑人承兑的商业承兑汇票或

对特定持票人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承诺在授信额度和授信期限内予以贴现。 

（5）截至评估基准日长虹财务公司或有风险涉及的主要表外项目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承兑汇票 4,336,070,433.25 

开出保函 409,130.00 

贷款承诺 - 

商票保贴承诺 1,707,830,635.68 

（三）表外业务 

长虹财务公司从事受托业务，替第三方委托人（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发放委

托贷款，该部分业务记录在表外，主要是委托存款与委托贷款。长虹财务公司作

为中介人根据提供资金的第三方委托人的意愿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并与第三方委

托人签立合同约定负责替其管理和回收贷款。第三方委托人自行决定委托贷款的



要求和条款，包括贷款目的、金额、利率及还款安排，贷款发生损失的风险由第

三方委托人承担。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日 

受托贷款 8,411,044,701.23 

受托存款 8,411,044,701.23 

本次评估未考虑该部分表外业务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对评估值的影响。 

（四）本次评估未考虑上述事项对评估结果的影响。本次评估结论是被评估

单位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股东部分权益价值并不必然等于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与股

权比例的乘积。 

（五）长虹财务公司受到主管部门主要监管指标及执行情况如下：  

（1）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银发

[2019]4 号）的要求，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为 6%，外币美元存款准备金率为 5%。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风险监管指标考核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长虹财务公司资本充

足率不得低于 10%。 

（3）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银监

会令 2011 年第 4号），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调整为 1.5%~2.5%。 

长虹财务公司均满足上述监管指标的要求，本次评估结果以现行监管指标为

基础，未考虑上述监管指标改变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六）本次评估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

进行资产评估时被评估单位未作特别说明而评估专业人员根据其执业经验一般

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七）本次资产基础法评估时未考虑评估增减值可能涉及的所得税对评估结

论的影响。 

（四）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价格以长虹财务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基础确定。根据天源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涉及的该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9〕第 0218 号），以 2019 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长虹财务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为 234,227.37 万元。公司以



自有资金与长虹华意分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各增资人民币 5 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

民币 10 亿元。基于本次增资涉及的标的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本公司本次

增资长虹财务公司的 5 亿元资金中 40,299.83 万元计入其注册资本，9,700.17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长虹财务公司原股东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本次不增资。 

（五）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出资金额 股权比例 

1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4,397.09 50% 94,397.09 35.04% 

2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94,397.09 50% 94,397.09 35.04% 

3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0 0% 40,299.83 14.96% 

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0 0% 40,299.83 14.96% 

合计 188,794.18 100% 269,393.84 100% 

注：长虹财务公司各股东的最终持股比例等情况以本次增资的验资报告为准。 

（六）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长虹财务公司14.96%的股权。本次增资事项，

长虹财务公司原股东长虹集团和四川长虹已放弃优先认缴出资权，本次未进行增

资。 

2.截至目前，长虹财务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未向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与本次交易对方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往来。同时，公司不存在为长虹财务公司提供

担保、财务资助、委托标的公司理财、非经营性往来等情况。 

3.长虹财务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变化的相关

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为 2019 年 3月 31 日，以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天源评报字〔2019〕第 0218 号）以及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19CDA50223 号的审计报告中的资产及财务状况

为依据，综合考虑长虹财务公司的发展情况、经营现状，最终长虹财务公司 100%

股权评估值为 234，227.37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按评估值确定了本次增

资的具体事项。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其他各交易关联方就本次增资事项签署相关协议。 



六、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一）目的 

公司本次增资长虹财务公司，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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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稳定财务投资回报。 

（二）必要性和影响 

本次增资后，进一步提高了长虹财务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长虹财务公司

满足监管要求，扩大长虹财务公司信贷规模及融资规模，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有利于其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支持和服务，扩大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低成本融资规模。同时，长虹财务公司具有稳定的盈利能

力，未来本公司将收到一定的投资回报。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5亿元增资长虹财务公司，将以出资额为限对长虹

财务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本次增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对于长虹财务公司的运营风险，公司将按照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加强对长

虹财务公司运营的跟踪管控，密切关注长虹财务公司的规范运营，以降低公司对

外投资的风险。本次增资事项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要求，有利于公司投资多

元化和增加投资收益，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 

综上所述，公司增资长虹财务公司，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本次增资价格以第三方评估数据为基础，定价公允，关联交易在自愿、

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符合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没有损

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一）与长虹集团、四川长虹、长虹华意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2018 年 12月 27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 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发生购买或销售商品等各类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89,000 万元（不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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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974,100 万元（不含税）；与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等各类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73,130 万元。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5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

司（不包括四川长虹）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7,173.82 万元，与

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356,118.67 万元，与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为 27,034.76 万元。 

（二）与长虹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2018 年 12月 27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 2019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

长虹财务公司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为：每日在长虹财务公司的最高存款余额

（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超过人民币 38 亿元，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

人民币 38亿元；长虹财务公司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办理票据开立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上

限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截至 2019 年 9 月 5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经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了存

款、票据开立、票据贴现等业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

为 2,635,702,232.43 元，占长虹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比例为 23.83%，未超过

30%。期末票据开立余额为 1,143,426,295.53 元，期末已贴现但未到期的票据余

额为 783,007,090.43 元。详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 

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长虹财

务公司存款 
3,119,117,207.91 22,736,616,261.61 23,220,031,237.09 2,635,702,232.43 63,741,7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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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开立 819,806,514.07 1,466,175,340.60 1,142,555,559.14 1,143,426,295.53 603,891.12 

2.票据贴现 772,233,395.98 974,340,062.56 963,566,368.11 783,007,090.43 9,586,391.90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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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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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已连续多年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存贷款等金融服务，为进一步提升公司金融业务

层次，增强公司在金融市场投融资能力，扩大公司融资规模，获取稳定财务投资

回报，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对长虹财务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长虹财务公司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长虹财务公司原股东长虹集团

与四川长虹均放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不进行增资。本次增资事项的定价以长

虹财务公司截至2019年3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基准，公司与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各增资人民币5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

民币10亿元。基于本次增资涉及的长虹财务公司股东权益的评估结果，本公司本

次增资长虹财务公司的5亿元资金中40,299.83万元计入其注册资本，9,700.17

万元计入其资本公积。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本次增资后，进一步提高了长虹财务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长虹财务公司

满足监管要求，扩大长虹财务公司信贷规模及融资规模，有利于其为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提供更优质的支持和服务，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审议《关于增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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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增资长虹财务公司暨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

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在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

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没有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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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增资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

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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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