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0-045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020 年 10 月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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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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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6,654,796.50 10,248,441,712.99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77,165,352.78 3,213,643,255.33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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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582,302.15 14.42% 7,267,747,123.09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8,169,854.25 111.50% 76,244,898.00 2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37,285.48 -123.23% 31,574,733.24 -3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8,557,575.18 -121.25% 106,361,183.78 -87.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112.04% 0.1095 24.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5 112.04% 0.1095 24.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0.45% 2.35% 0.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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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3,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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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61,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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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98,694.26 
主要有本期投资理财产品及远

期结汇业务获得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03,960.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720,6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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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406,054.61  

合计 44,670,16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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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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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1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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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0.92% 6,432,000 0   

郑达 境内自然人 0.73% 5,097,050 0   

冯勤玲 境内自然人 0.66% 4,580,000 0   

袁建忠 境内自然人 0.56% 3,888,800 0   

冯娟芬 境内自然人 0.55% 3,816,567 0   

殷定锋 境内自然人 0.50% 3,473,900 0   

李平 境内自然人 0.47% 3,302,4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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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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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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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斌 6,4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32,000 

郑达 5,097,050 人民币普通股 5,097,050 

冯勤玲 4,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0,000 

袁建忠 3,8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8,800 

冯娟芬 3,816,567 人民币普通股 3,816,567 

殷定锋 3,47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3,900 

李平 3,3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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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达、冯勤玲、袁建忠、冯娟芬、

李平所持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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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 250,000,000.00 650,000,000.00 -61.54%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衍生金融资产 
30,616,183.68 6,231,267.14 391.33% 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期末公允

价值增加  

应收票据 183,254,186.22 107,013,578.24 71.24% 主要系持有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增加  

应收账款 2,081,835,493.03 1,502,619,649.48 38.55% 主要系未到账期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10,814,756.29 122,785,145.06 71.69% 主要系公司备货预付钢材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4,227,757.90 25,177,523.60 35.95% 主要系应收利息增加  

应收利息 8,688,131.25 3,489,445.89 148.98% 主要系未结算存款利息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3,536,637.01 46,171,319.24 -70.68% 主要系留底增值税减少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507,543,935.39 9,536,853.37 5221.92% 主要系本期增资长虹财务公司  

在建工程 30,057,525.94 64,280,183.54 -53.24% 主要系加西贝拉T4生产线验收转资  

开发支出 
20,162,926.17 8,167,377.84 146.87% 主要系开发阶段非专利新品及扫地机器人

项目投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4,340,562.22 7,856,077.34 -44.75% 主要系设备及工程预付款结算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76,521,040.49 143,697,426.14 -46.75% 主要系本期发放上年年终奖及支付西班牙

华意巴塞公司业务重组裁员等费用 

应交税费 34,531,787.43 21,536,939.77 60.34% 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155,397,794.51 98,297,544.63 58.09% 主要系未到支付期的返利和运费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4,000,000.00 12,0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一年内需偿还的长期借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4,639,420.17 3,442,301.14 34.78%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2、利润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8,865,378.61 -43,311,453.18 79.53% 主要系汇兑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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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7,767,572.11 18,251,313.96 52.14% 主要系理财到期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2,391,998.56 -15,794,150.13 241.77% 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期末公允价值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60,209,750.92 -19,962,279.73 201.62% 主要系威乐公司因新能源汽车空调电机随国家政策

调整和行业变化带来的产品结构优化造成的存货减

值损失、HCB业务重整产品结构优化造成的存货减

值损失及冰压业务产品结构优化造成的专用设备减

值损失 

资产处置收益 15,033,063.33 -1,207,955.45 1344.50% 主要系加西贝拉收到拆迁补偿款 

营业外支出 351,265.35 882,810.83 -60.21% 主要系客户质量索赔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066,808.10 25,732,825.70 75.13%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61,183.78 885,634,136.51 -87.99% 主要系支付的材料款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65,060,000.00 3,778,463,000.00 -45.35% 主要系到期理财产品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0,807,770.46 7,908,940.88 163.09% 主要系到期理财产品持有期限长收益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18,447,801.00 1,022,895.00 1703.49% 主要系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偿款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77,654,770.28 3,852,524,815.26 -43.47% 主要系国债逆回购、结构性存款及其他理财产

品频次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55,060,000.00 3,718,363,000.00 -44.73% 主要系理财产品投资频次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55,524,737.05 3,823,584,709.73 -43.63% 主要系以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短期限的国债逆回

购、结构性存款及其他理财产品频次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7,293,915.06 303,748,048.74 -94.31% 主要系收回的票据保证金同比减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48,840.41 1,839,575.54 -64.73%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同比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990,236.24 6,933,445.24 -171.97% 主要系汇率波动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2,315,648.58 1,146,047,536.24 -71.00%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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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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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详见公司

于2019年12月5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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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20年预计金额

(不含税,万元) 

2020年1-9月实际发生金额(不含税,

万元) 

发生金额(不含

税,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废料等 

 

长虹美菱及其子

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压缩

机 

市场价 72,000 34,300 4.74% 

向关联人销售清洁

机器人 

市场价 2,500 671 0.09%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储能

产品、保护器等材

料配件 

市场价 300 90 0.01% 

四川长虹格润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出售废料 市场价 2,000 1,546 42.98% 

四川长虹及其他

下属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储能

产品、扫地机器人

等 

市场价 600 43 0.0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长虹美菱及其子

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压缩

空气、后勤服务等 

市场价 150 30 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商品 

四川长虹智能制

造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备件等 市场价 1500 320 0.05%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清洁

机器人、变频板、

适配器、电子元器

件等配件 

市场价 3500 2,269 0.37% 

四川长虹及其他

下属子公司 

接受软件等劳务服

务或购买产品等 

市场价 1500 423 0.07% 

长虹集团及其他

下属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

接受劳务服务、采

购设备等 

市场价 200 24 0.00%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四川长虹民生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物流服务 市场价 2,500 2,104 0.34% 

合计 86,750 41,820   

（2）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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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0 年与长虹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进行了

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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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长虹财务公司

存款 
- - - - - 

1、活期存款 39,772,862.71 6,598,984,234.96 6,636,706,689.42 2,050,408.25 217,392.59 

2、定期存款 1,432,760,000.00 4,781,953,412.45 4,861,744,412.45 1,352,969,000.00 45,077,003.22 

3、保证金 3,800,050.00 3,048,881.40 3,800,050.00 3,048,881.40 41,4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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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851,740.41 194,851,740.41 
 

-1,688,787.16 

2.其他（开票） 261,519,142.39 386,433,685.75 351,147,033.42 296,805,794.72 -193,304.84 

2、对外担保情况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0年对外担保额度进行预计，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5日、2020年

8月8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2019-054、2020-036号公司公告。本报告期无违规与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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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万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8,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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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3,055万欧

元,7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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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7,000万元； 

预计为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3,000万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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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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0万元； 

预计加西贝拉为上海威乐空调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10,000万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6,500万元。 

3、委托贷款情况 

经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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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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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收到利息275.68万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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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长虹财务公司转发的中国银保监会四川监管局《关于四川长虹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权变更和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川银保监复【2020】345号）后，2020年7月28日，

公司向长虹财务公司支付增资款5亿元。长虹财务公司于2020年8月4日取得变更后的营业执照，本次增资

事项已办理完毕。至此，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2,693,938,365.84元，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长虹财务公司35.04%的股权，本公司与长虹美菱分别持有长虹

财务公司14.96%的股权（详见 2019年9月10日、2020年7月28日、2020年8月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

潮资讯网第2019-034、2020-031、2020-038号公司公告）。 

5、重大诉讼事项 

上海威乐汽车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乐公司”）起诉知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知豆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于2019年6月18日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案件审理期间，知豆公司

申请破产重整，威乐公司已与知豆公司管理人确认债权。经威乐公司申请，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裁定书【2019】浙02民初713号，准许威乐公司撤诉（详见2019年6月26日、2020年8月27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第2019-026、2020-041号公司公告）。 

6、加西贝拉拆迁补偿 

因政府产业项目建设，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决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加西贝拉”）位于东升路经济开发区的土地、 房屋建筑物（含地面附着物）进行拆迁。根据加西贝

拉与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协议书》，2020 年 9 月 28 日，加西贝拉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1 

收到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拆迁补偿款 1830.86 万元拆迁补偿款（详见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2020年9月2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第2020-029、2020-042号公司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19 年 12 月 05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55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与长虹集团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

易事项 
2019 年 12 月 05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56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担保额度预计 
2019 年 12 月 05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54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 08 月 08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36 号公司公告 

向上海威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2019 年 12 月 05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19-057 号公司公告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事项 2020 年 01 月 14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04 号公司公告 

2019 年年度报告 2020 年 04 月 11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11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 2020 年 08 月 08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34 号公司公告 

暂时闲置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

产品 
2020 年 04 月 11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16 号公司公告 

增资长虹财务公司事项 2020 年 08 月 08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38 号公司公告 

威乐公司与知豆公司诉讼事项 2020 年 08 月 27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41 号公司公告 

加西贝拉拆迁补偿 2020 年 09 月 2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42 号公司公告 

控股股东增持事项 2020 年 08 月 26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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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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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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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1 月 01

日 

2022 年

12 月 30

日 

69,870 222,460 156,681 0 135,649 41.39% 2,711 

合计 32,476 -- -- 69,870 222,460 156,681 0 135,649 41.39%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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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1 月 1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20 年 02 月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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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8.49 万元，合约到期投资

收益 2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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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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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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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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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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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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 

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已完工，经股东大会批准已结项，相关募资账户已注销。 

2、2016年配股募投项目 

（1）高效、变频压缩机智能化产业升级及配套能力升级项目尚在建设中，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该

项目累计投入9,963.99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49.94%。 

（2）高效、商用、变频压缩机研发能力建设项目尚在建设中，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该项目累计投

入1,972.87万元，投资进度完成率为71.22%。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配股剩余募集资金120,367,927.50元，其中公司运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10,000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20,367,927.50元。 

六、对 2020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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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10,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0,000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国债逆回购 37,506 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结构性存款 76,000 15,000 0 

合计 133,506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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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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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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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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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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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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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地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 年 07 月 17 日 网上交流 其他 其他 
投资者集体接待

  

公司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

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续发

展等，未提供资料 

2020年 7月 15日证券时

报与巨潮资讯网第

2020-030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参加江西上市公司 2020 年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详见 2020 年 7 月 15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与巨潮资

讯网第 2020-030 号公司公告。 

 

董事长：杨秀彪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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