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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0-03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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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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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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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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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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0,164,820.94 4,595,301,162.92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75,043.75 47,875,840.95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412,018.72 36,659,215.16 -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4,918,758.96 421,734,550.20 -5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1 0.0688 0.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1 0.0688 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4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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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48,949,603.21 10,248,441,712.9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9,035,579.18 3,213,643,255.33 1.1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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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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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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4,370,000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1.39% 9,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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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7% 5,351,884 0   

郑达 境内自然人 0.73% 5,097,050 0   

林德清 境内自然人 0.72% 5,011,445 0   

王凤芹 境内自然人 0.66% 4,598,558 0   

袁建忠 境内自然人 0.56% 3,8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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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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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达、王凤芹、袁建忠均

为信用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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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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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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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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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重挫，供应链中断、需求被抑制。新冠肺炎疫

情的爆发加剧了全球经济的长期停滞，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来新的挑战。 

报告期，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全球家电行业下滑严重，正经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据产业在线统计，

下游冰箱行业上半年产量下降 7.6%，销量下滑 5.9%，导致冰压行业产能闲置严重，市场价格持续下降，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公司冰压主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新业发展上，受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以及新冠疫情等多重负面影响，1-6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同比下降36.5%、39.3%，是汽车整体降幅的2.2倍，上海威乐主要客户产销均受到巨大影响，上半年经营

较为困难。格兰博清洁机器人受中美贸易战与新冠疫情影响严重，海外主要客户长时间停产，导致经营业

绩同比大幅下降，与预期差距较大。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经营压力，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紧紧围绕“主

动作为、迎难而上、整合协同、由大向强”的年度工作思路，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抗疫降损，取得了一

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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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复工好。一是防控实，公司抗疫措施周密到位，公司包括处于疫情较为严重地区的子公司华意

荆州在内无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二是复工早复工好，公司各子公司均为当地第一批复工企业，并在疫

情中创造产销历史新高，被当地政府作为抗疫复工标杆宣传推广。 

HCB完成业务重整。上半年，HCB成功实施业务重整计划及集体裁员措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运营效率，经营状况正逐步好转。 

产品结构优化。公司上半年总销量2545万台，同比增长2%，其中商用压缩机销量268万台，同比增长

4.2%，变频压缩机405万台，同比增长41.3%，同时公司开展压缩低毛利等重大专项活动，并取得一定成效，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产品成本不断降低。 

商用研发提升。报告期，公司商用压缩机研发中心从研发设备、机构定位、运营模式、管控机制、

人员配置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聚焦商用压缩机的研发，从而提升商用压缩机的研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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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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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杨秀彪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8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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