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0-099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1 年，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长虹美

菱”）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的控股股东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

川长虹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及其

控股子公司将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家电产品

等；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料制品、包装箱、门壳、钢板、空调等产品；采购或

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租

赁、融资租赁等业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

方面。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518,850 万元（不含税）。截至

202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与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733,999.29 万元

（不含税）。 

2020 年 12 月 11 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

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商品及原材料、销售

商品、接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及动力、采购设备、租赁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43,600.00 万元（不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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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回避 2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2.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

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购买或销售家电产品等；采

购或销售塑料制品、包装箱、门壳、钢板、空调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

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劳务；购买或提供燃料及动力；租赁、融资租赁等

业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410,600.00 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回避 2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3.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采购冰箱（柜）压缩机、采购智能吸尘

器等、购买燃料及动力、接受后勤服务等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64,650 万元（不

含税）。 

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寇化梦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回避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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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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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

经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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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 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内容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2021年） 

2020 年 1 月 1

日-11月 15 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2019年）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买商品、购

买燃料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路、辅料、色

母料、钢板、购买燃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60,000.00 32,699.06 35,394.37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塑件、电控盒盖、底

盘、摆叶等 
市场价 120,000.00 50,426.76 63,000.18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金件等 市场价 60,000.00 20,576.50 24,924.66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市场价 18,000.00 5,585.79 8,304.76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遥控器、变压器等 市场价 6,000.00 1,510.81 2,401.66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市场价 5,000.00 953.80 1,270.34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等 市场价 10,000.00 2,153.01 39.47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股子公

司 
购买商品、接受燃料及动力 市场价 13,000.00 867.87 1,060.68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压缩机等 市场价 63,000.00 40,154.14 38,238.09 

压缩空气、接受后勤服务等 市场价 150.00 34.59 82.59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吸尘器等 市场价 1,500.00 866.12 777.09 

小计 -- -- 356,650.00 155,828.45 175,493.89 

向关联人采购或销售

设备、软件、维备件、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软件、维备件、

模具等 
市场价 10,000.00 313.06 5,607.68 



模具等 小计 -- -- 10,000.00 313.06 5,607.68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提

供燃料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商品等 市场价 8,000.00 796.51 2,277.33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部分钣金类产品、辅材等 市场价 8,000.00 4,641.95 4,482.46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件、钣金

件等 
市场价 32,000.00 20,045.80 20,777.22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35,000.00 9,995.27 164.88 

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

CHANGHONG(HK)TRADINGLIMITED、

CHANGHONGELECTRIC(AUSTRALIA)PTY.LTD.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170,000.00 57,049.18 43,542.05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柜、空调、洗衣机、厨电及小

家电等产品 
市场价 700,000.00 393,206.40 295,507.43 

Changhong Europe Electric s.r.o 冰箱、冰柜等 市场价 8,000.00 4,813.17 166.9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股子公

司 
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15,000.00 5,106.86 10,707.63 

小计 -- -- 976,000.00 495,655.14 377,625.90 

租赁业务、承租业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仓储、厂房、公寓、办公地点等租

赁业务 
市场价 5,000.00 2,649.79 2,030.14 

小计 -- -- 5,000.00 2,649.79 2,030.14 

向关联人外包国内产

成品物流业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市场价 52,000.00 33,804.69 43,784.10 

小计 --   52,000.00 33,804.69 43,784.10 

向关联人外包国内产

品售后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售后、安装维修费等 市场价 35,000.00 19,920.90 23,979.17 

小计 -- -- 35,000.00 19,920.90 23,979.17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其

他服务、劳务或向关联

人提供其他服务、劳务

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或向关联人提供的其他服务、

劳务等 
市场价 5,600.00 2,361.25 2,257.08 

小计 -- -- 5,600.00 2,361.25 2,257.08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融

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

单等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 市场价 35,000.00 6,020.93 391.67 

小计 --   35,000.00 6,020.93 391.67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及

设备、提供技术服务、

提供燃料动力、出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市场价 4,500.00 2,534.70 3,473.67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销售商品、出租等 市场价 3,100.00 1,544.12 2,985.72 

小计 -- -- 7,600.00 4,078.82 6,459.39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

受劳务服务、购买燃料

动力、承租、采购设备

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7,000.00 97.14 3,679.69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控制板、控制器等 市场价 15,000.00 10,501.61 9,800.56 

四川爱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网模块、抽屉导轨、温度传感器

等 
市场价 6,000.00 2,014.87 2,073.65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服务、

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8,000.00 752.64 3,055.15 

小计 -- -- 36,000.00 13,366.26 18,609.05 

合计   1,518,850.00 733,999.29 656,238.07 

（三）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2020年

1月 1日-11

月 15日） 

2020年预计

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购买商

品、购买燃料及动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成电路、辅料、

色母料、钢板、购买燃料及动力
32,699.06 60,000.00 3.16% -45.50% 

2019年 11月

30日、12月



力等 等 18日，2020

年 8月 15日、

10月 13日巨

潮资讯网

（2019-077、

2019-078、

2019-080、

2019-087、

2020-056、

2020-057、

2020-062、

2020-083号

公告）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塑件、电控盒盖、

底盘、摆叶等 
50,426.76 140,000.00 4.88% -63.98%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金件等 20,576.50 60,000.00 1.99% -65.71% 

四川长虹包装印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印刷品等 5,585.79 22,000.00 0.54% -74.61%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遥控器、变压器等 1,510.81 6,000.00 0.15% -74.82%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953.80 10,000.00 0.09% -90.46%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股子公

司 
购买商品、接受燃料及动力 3,020.88 8,000.00 0.29% -62.24%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压缩机等 40,154.14 72,000.00 3.88% -44.23% 

压缩空气、接受后勤服务等 34.59 150 0.00% -76.94%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吸尘器等 866.12 2,500.00 0.08% -65.36% 

小计 -- 155,828.45 380,650.00 15.06% -59.06% 

向关联人采购或

销售设备、软件、

维备件、模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备、软件、维备件、

模具等 
313.06 15,000.00 1.07% -97.91% 

小计 -- 313.06 15,000.00 1.07% -97.91%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提供燃料及动

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商品等 796.51 8,000.00 0.06% -90.04%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部分钣金类产品、辅材等 4,641.95 8,000.00 0.36% -41.98%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电器件、钣

金件等 
20,045.80 35,000.00 1.54% -42.73%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等 9,995.27 35,000.00 0.77% -71.44% 

四川长虹下属控股子公司

CHANGHONG(HK)TRADINGLIMITED、

CHANGHONGELECTRIC(AUSTRALIA)PTY.LTD. 

冰箱、冰柜、空调等 57,049.18 150,000.00 4.37% -61.97%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柜、空调、洗衣机、厨电及

小家电等产品 
393,206.40 852,000.00 30.12% -53.85%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控股子公

司（包括乐家易连锁管理有限公司等） 
销售商品、提供燃料及动力等 9,920.03 19,200.00 0.76% -48.33% 

小计 -- 495,655.14 1,107,200.00 37.98% -55.23% 

租赁业务、承租业

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仓储、厂房、公寓、办公地点等

租赁业务 
2,649.79 5,000.00 22.33% -47.00% 

小计 -- 2,649.79 5,000.00 22.33% -47.00%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成品物流业

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33,804.69 60,000.00 28.73% -43.66% 

小计 -- 33,804.69 60,000.00 28.73% -43.66% 

向关联人外包国

内产品售后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务连锁有限公司 售后、安装维修费等 19,920.90 35,000.00 16.93% -43.08% 

小计 -- 19,920.90 35,000.00 16.93% -43.08%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其他服务、劳务

或向关联人提供

其他服务、劳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包括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接受或向关联人提供的其他服

务、劳务等 
2,361.25 5,600.00 11.75% -57.83% 

小计 -- 2,361.25 5,600.00 11.75% -57.83%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融资租赁、商业

保理及融单等业

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

务 
6,020.93 6,500.00 - -7.37% 

小计 -- 6,020.93 6,500.00 0.00% -7.37% 

向关联人销售商

品及设备、提供技

术服务、出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2,534.70 4,200.00 0.19% -39.65%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包括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等） 
销售商品、出租等 1,544.12 6,000.00 8.29% -73.76% 

小计 -- 4,078.82 10,200.00 8.48% -59.72% 

购买商品、原材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97.14 7,000.00 0.33% -98.61% 



料、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设

备等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控制板、控制器等 10,501.61 18,000.00 1.02% -41.66%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力、承租、采购

设备等 

2767.51 8,000.00 1.40% -65.41% 

小计 -- 13,366.26 33,000.00 2.75% -59.50% 

合计 733,999.29 1,658,150.00 - -55.7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公司在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 2020年度产销计划等对关联交

易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

存在差异，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至 11月 15日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

部分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 20%以上，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20年 1月 1日至 11月 15日已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

规的规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

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注：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总计不超过 43,200万元（不含税），截至 2020年 11月 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 17,445.08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

超过 1,540,300 万元（不含税），截至 2020 年 11 月 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675,499.36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74,650.00

万元（不含税），截至 2020年 11月 15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41,054.85万元，未超过预计总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5 年 6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3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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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集团 2019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80,188,088,523.33 元，负债总额 59,978,542,933.03 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0,209,545,590.3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148,537,413.30 元。2019 年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97,435,294,261.1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989,466.59元。 

根据长虹集团 2020 年 1-9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长虹集团资产总额 87,989,830,260.97 元，负债总额 66,245,892,345.56 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 21,743,937,915.41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227,018,462.05 元。 2020 年 1-9 月 份，长 虹集团 实现营 业总收入

73,917,186,273.2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4,011,055.51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日，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 23.22%的

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提

供劳务服务、购买燃料动力、采购设备等业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

出租等，业务开展较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虹集团能

够遵守双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1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 43,600.00 万元（不含税）。 

（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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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3 年 4月 8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461,624.422 万人民币 

住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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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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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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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危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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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器件等国内购

销、进出口；增值电信业务、电信业务代办；广告设计、广告制作、广告代理、

广告发布；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无人机技术转让、

无人机技术咨询、无人机技术服务、无人机生产和销售（最终以工商管理机关登

记的业务范围为准）。 

根据四川长虹 2019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为 73,989,213,869.68元，负债总额为 52,853,641,256.70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21,135,572,612.9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额 为 13,020,030,774.08 元 。 2019 年 度 ， 四川 长 虹 实 现 营 业 总收 入

88,792,895,883.36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561,136.04 元。 

根据四川长虹 2020 年 1-9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四川长虹资产总额为 78,114,013,627.53元，负债总额为 57,312,938,360.05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20,801,075,267.48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

额为 12,836,427,547.72 元。2020 年 1-9 月，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总收入

64,383,287,357.1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0,814,762.92 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11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

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 281,832,434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26.98%，其中四川长虹

直接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 248,457,724 股，占总股本的 23.79%；长虹（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流通 B 股 33,374,7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9%。

四川长虹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连续多年从该公司采购商品、塑料件、包装箱、冷板、工程设备、维

备件、模具等，同时向该公司及子公司销售材料、电器件、钣金件和通过其销售

平台销售家电产品等，提供或接受劳务及其他工程维修、软件服务、租赁、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业务等业务，向其下属子公司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

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合作良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

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1 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 1,410,600.00 万元（不含税）。 

（三）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华意压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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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1996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69,599.598万人民币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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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长虹华意2019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长

虹华意资产总额为10,248,441,712.99元，负债总额为5,986,870,421.96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4,261,571,291.03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213,643,255.33元。2019年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总收入9,589,210,837.0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0,626,402.76元。 

根据长虹华意2020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长

虹华意资产总额为10,766,654,796.50元，负债总额为6,398,995,957.91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4,367,658,838.59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277,165,352.78元。2020年1-9月，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总收入2,687,582,302.15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8,169,854.25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华意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多年为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清洁机器

人及燃料动力等，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

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配件、清洁机器人及燃料动力等。 

2021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

超过64,650.00万元（不含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交易定价遵循

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交易涉及向关

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原材料；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料件、电器件、钣金件、

包装箱、冷板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燃料、

动力；采购或提供劳务；租赁或承租、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或销售软件服务；

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

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保证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节约成本为目的，均为本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的持续的、经常性的关联交易，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及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本

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目的均为保证

正常生产经营，节约成本，通过前端配套、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租赁、融

资租赁、软件服务、通过其销售平台销售家电产品、外包物流业务及售后服务等



方面的关联交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保证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前述关

联交易均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3.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的重要部件，本公司出于性能、质量、价格、服务、

运输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年来部分选用了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

同时，公司在长虹华意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清洁机

器人产品。另外，由于本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江西美菱电器”）厂区紧邻长虹华意厂区，为节约管理等成本，江西美菱电器

向长虹华意购买燃料及动力、接受后勤服务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

形成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

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此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时，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

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洪远嘉先生、牟

文女士、赵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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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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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



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

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

生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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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长虹美菱《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

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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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