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4                     证券简称：长虹华意                   公告编号：2020-051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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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虹华意”）及控股子公司因日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2021 年，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及其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1,934 万元（不含税）。公司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8,995

万元（不含税）。预计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64,650 万元（不含税）。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品及

材料配件、工程设备、备件等；采购软件服务、物流业务、物业服务、租赁服务等劳务；提

供燃料、动力、后勤等服务。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5,579 万元（不含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与前述单位累计共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52,810 万

元（不含税）。 

2020 年 12 月 18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本议案的交易对方均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或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及其下属子公司，公司董事杨秀彪先生、何心坦先生在四川长虹任职，董事寇化梦先生在四

川长虹控股的长虹美菱任职，董事史强先生在长虹美菱离职未满 12个月，因此，审议本议案

时，关联董事杨秀彪先生、何心坦先生、寇化梦先生、史强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长虹集团及其子公司（不含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1,934 万元（不含税）。其中：预计向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废料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3,512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预计向四川长

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700 万元（不含税），向四川爱

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变频板、控制器、电子元器件等配件及智能家居清洁机器人的关联交易



金额不超过 5,46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预计向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储能产品及相

关材料、保护器等配件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62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预计与长虹集团

及其他子公司采购产品与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不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回避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18,995 万元（不含税）。其中：预计向长虹（香

港）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压缩机等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不含税）,预计接

受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670 万元（不含税），

预计向四川长虹及其他下属子公司（不含长虹美菱）购买产品、材料配件、信息服务及其他

劳务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753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四川长虹及其他下属子公司销

售清洁机器人及材料、配件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72 万元（不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回避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预计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与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64,650 万元（不含税）。其中：预计向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销售压缩机等产品的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63,0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长虹美菱及其子公司销售清洁机器人等产品的关联

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长虹美菱下属子公司提供压缩空气、提供后

勤服务等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0 万元（不含税）。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回避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签署了书面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以上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四川长虹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的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1年预

计金额(不

含税,万元) 

本年截至2020年11

月 30日已发生金额

(不含税,万元) 

2019年实际发

生金额(不含

税,万元) 

向关

联人

销售

产品、

长虹美菱及其

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压缩机 
市场价 63,000 43,764 38,210 

向关联人销售

清洁机器人 
市场价 1,500 685 947 



废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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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156 124 

长虹（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 
销售压缩机 市场价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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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 2,021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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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2 44 9 

长虹集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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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计 79,751 46,670 4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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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93 

小计 150 47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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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 357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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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0 2,571 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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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 577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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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40 34 

小计 10,008 3,545 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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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基础 
5,670 2,549 2,539 

小计 
5,670 2,549 2,539 

合计 95,579 52,810 47,283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止2020年11月30日）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至11月30日

2020 年实际发

生金额(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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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长虹美菱及其

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压缩机 
43,764 72,000 4.72% 39.22% 

2019 年

12月 5

日披露

的《长虹

华意压

缩机股

份有限

公司关

于预计

2020 年

度日常

关联交

易的公

告》 

向关联人销售

扫地机器人 
685 2,500 0.07% 72.59% 

四川爱创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储能产品和相

关材料 

156 300 0.02% 47.99% 

四川长虹格润

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售

废料 
2,021 2,000 36.37%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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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600 0.00% 92.68% 

小计   46,670 77,400  3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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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150 2.70% 68.99% 

小计   47 150  68.99% 

向关联

人采购

产品与

劳务 

四川长虹智能

制造技术有限

公司 

采购设备、备

件等 
357 1,500 0.06% 76.17% 

四川爱创科技

有限公司 

采购清洁机器

人、变频板、

适配器、电子

元器件等配件 

2,571 3,500 0.42% 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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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 1,500 0.09% 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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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00 0.01% 80.13% 

 

小计 3,545 6,700 - 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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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 2,500 0.42% -1.95% 

 

小计   2,549 2,50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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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在 2020 年度报告中披露 2020 年全年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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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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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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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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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美菱”） 

长虹美菱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代码：000521，B 股证

券代码：200521） 

企业名称：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注册资本：104,459.7881 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定刚 

经营范围：制冷电器、空调器、洗衣机、热水器、厨房用具、家装、卫浴、灯具、日用

电器、电脑数控注塑机、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包装品及装饰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

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及技术进口业务，百货销售，运输(不含化学危险品）,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智能产品系

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信息服务，电子产品、自动化设备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冷链

运输车、冷藏冷冻车的销售服务，冷链保温箱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服务，冷库、商用冷冻

冷藏展示柜、商用冷链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长虹美菱资产总额 1,545,201.48 万元，负债合计 1,052,695.14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492,506.34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482,583.73

万元。2020 年 1-9 月份，长虹美菱实现营业收入 1,135,674.3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2,355.55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长虹美菱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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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能力分析：该公司经营正常与财务状况较好，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

时支付货款。 

2021 年公司预计向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压缩机等产品的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63,000 万元（不含税）； 



2021 年公司预计向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销售清洁机器人等产品的关联交

易金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不含税）； 

2021 年公司预计向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压缩空气、提供后勤服务等

劳务金额不超过 150 万元（不含税）。 

2、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格润”） 

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格润”） 

法人代表：莫文伟 

注册资本：7,835 万元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淮口镇四川金堂工业园区内 

经营范围：新材料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环境风险评估及环保技术

咨询、服务；环境监测；环境污染治理（土壤、水、大气、矿山等）工程设计、承包、施工

及治理设施的建设、经营；环保工程设计、承包、施工；环境污染专用药剂材料制造；废弃

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固体废物的回收、处理和销售；危险废物的回收、

处理和处置；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冶炼、压延加工及销售；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的批发和零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危险废物

治理；其他污染治理；环境卫生管理；普通货运。（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限制或

禁止的项目，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相关许可证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94,139.45 万元，净资产 27,495.15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7,302.93 万元，利润总额 5,076.89 万元，净利润 4,402.32 万元（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长虹格润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控股子

公司，长虹华意为长虹集团间接控股公司，两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长虹格润与长虹华

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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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能力分析：长虹格润在废料回收业务有相当成熟的技术及能力，综合处置能力较强；

公司认为长虹格润能对回收的废料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条例以及环保规定进行规范处理。公

司通过招标方式向其出售废料使废料利用效益最大化，同时该关联人经营状况良好，能够遵

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支付废料回收款。 

2021 年公司预计向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废料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3,512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3、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简称：长虹民生，证券代码：836237)（以下简称“民生物流”） 

法人代表：李伟 

注册资本：12,274.64 万元 

注册地址：绵阳市涪城区绵绢路 9 号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其他仓储（易燃易爆等危险品除外），装卸搬运，

无船承运，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自营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货运信息代理咨询服务，物流管理策划及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二

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家用电器及零配件、其他电子产品、汽车配件、机械设

备、矿产品及制品、建材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农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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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98,515.09 万元，净资产 66,433.89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46,444.15 万元，利润总额 3,723.65 万元，净利润 3,154.51 万元（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民生物流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是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公司与民生物流在物流方面已有多年合作关系，公司认为该关联方具有

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1 年公司预计接受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物流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670 万元（不含税）。 

4、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智能”） 

法人代表：潘晓勇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住所：绵阳高新区普明南路东段 95 号 

经营范围：电子和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包装专用设备、其他专用设备、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环保专用设备、模型、工装治具、机械零部件、通用塑料、工程塑料、功能高分子

塑料、生物基相关新材料、塑料助剂以及产成品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及销售，；软件开发及

销售，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耗材销售，3D 扫描、3D 打印技术服务及设备销售；企业管理

咨询；设备及技术进出口，仓储服务（不含危化品）、装卸服务、搬迁服务，设备安装调试

服务，厨房设备、用具、日化用品、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散装食品、

预包装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餐饮管理；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教育方案设计与咨询；

教育科技信息类设备、装备类设备、实训实验室成套仪器设备的集成、安装、调试、维修及

技术服务；教学器材、职教教具、文化用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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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长虹智能总资产 38,751.16 万元，净资产 5,201.51 万元；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0,657.47 万元，利润总额-63.63 万元，净利润-87.20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长虹智能为长虹集团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为长虹集团间接控股公司，两者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长虹智能与长虹华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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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能力分析：长虹智能在设备智能化改造方面拥有较成熟的技术和团队，对公司设备

技改能够提供帮助，公司认为该关联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1 年公司预计向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采购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2,700 万元（不含税）。 

5、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创科技”） 

法人代表：郑光清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整 

住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安州工业园区马鞍大道 

经营范围：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及应用服务；家用制冷电器具、家用空气调

节器、家用通风电器具、其他家用电力器具制造与销售；照明器具、塑料制品、机械零部件

加工制造、销售；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备制造、销售；保鲜产品（高压静电装置）以及

水分子激活技术研究与应用产品开发；其他医疗设备及器械制造、销售；软件开发；新技术

推广服务及应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物联网技术的开发及应用；互联网开发及应用；企业

形象策划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职业技能培训；仪器仪表修理；货物和技术进出口（法

律、法规禁止项目除外，限制项目凭许可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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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98,784.05 万元，净资产 21,939.19 万元；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6,613.68 万元，利润总额 5,755.0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30.03 万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爱创科技为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是四川长

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两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四川爱创科技有限

公司与长虹华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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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能力分析：爱创科技拥有较完善的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设备及自动控制技术，制造

能力、研发能力、品质管理能力较强，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零部件及产品加工要求；格兰

博按照市场化原则将部分产品委托爱创科技生产，核心部件由格兰博按市场化原则销售给爱

创科技，同时格兰博向爱创科技采购部分零部件及委托生产的清洁机器人。爱创科技于 2017

年成立，经营情况较好，业务快速发展，盈利能力较强，具备良好的支付能力，能够遵守约

定，及时支付货款。 

2021 年预计向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变频板、控制器、电子元器件等配件及智能

家居清洁机器人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460 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销售储能产品及相关

材料、保护器等配件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62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6、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 

法人代表：胡嘉 

注册资本：2亿港币 

注册地址：香港上环干诺道中 168-200号信德中心西座 14楼 1412 室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家用电器、电子元器件等进出口贸易业务。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7,654,538,901.44 港元，净资产 527,586,831.76

港元；2020 年 1-9月营业收入 11,840,690,417.94 港元，利润总额 20,974,161.34 港元，净

利润 20,939,939.00 港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香港长虹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香港长虹与长虹华意是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香港长虹自 2005 年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国际贸易渠



道资源和银行资源，通过本关联交易，可利用其区位优势扩大客户范围，进一步推进公司出

口销售规模的增长。该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公司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

守约定，及时支付货款。 

2021 年公司预计向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压缩机等产品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

过 10,000 万元（不含税）。 

7、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四川长虹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代码：600839，证券

简称：四川长虹）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461,624.42 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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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务代办，广告的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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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7,811,401.36 万元，净资产 2,080,107.52 万元；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6,438,328.74 万元，利润总额 4,877.06 万元，净利润-6,377.46 万

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四川长虹持有本公司 212,994,97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60%,是公司

第一大股东，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法人。 

履约能力分析：四川长虹为知名家电供应商，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认为该关联方具

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021 年公司预计向该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购买产品与配件、信息服务及劳务等的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753 万元（不含税），预计向该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销售清洁机器人

及配件等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1,572 万元（不含税）。 

8、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300,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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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9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8,798,983.03 万元，净资产 2,174,393.79 万元；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 7,391,718.63 万元，利润总额 43,121.07 万元，净利润 2,631.41 万

元（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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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约能力分析：长虹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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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采购产品与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95 万元（不含税）, 预计向该公司及其他下属子公司销售清洁机器人及配件等的关联交易金

额不超过 5 万元（不含税）。 

（二）关联人信用情况 

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等途径核查，上述各关联方不属于失

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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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内容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商

品及材料配件、工程设备、备件等；采购软件服务、物流业务、物业服务、租赁服务等劳务；

提供燃料、动力、后勤等服务。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按照市场化原则与关联方就具体的交易内容签署相关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

务，包括但不限于交货方式、交易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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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长虹美菱及其子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司通过关联交易销售产品与劳务，

借助关联方的销售渠道，有利于保证正常生产经营，降低成本，拓展市场，提升效率，保证

公司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通过关联方购买提供的物流服务、软件、商品等服务，有利于降

低本公司的运输成本、管理费用、生产成本，提高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 

2、本公司生产的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的重要部件，长虹美菱作为国内主要

的冰箱、冰柜供应商，基于性能、匹配、价格、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近年来采购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关联交易符合各方互惠互利的原则。长虹美菱是国内知名家电企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格兰博利用长虹美菱的销售渠道销售清洁机器人，有利于业务拓展。长虹美

菱的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本部相邻，公司现有的空压设备与后勤设施在

满足公司自有需求外尚有余地，因此，向江西美菱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相应后勤与压缩空气等

服务可以有效地利用公司现有资源，降低管理成本。 

3、长虹格润是专门从事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包括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其他废物（废

弃的印刷电路板）的回收、处理和销售的公司，该公司具有较成熟的技术及能力，对废品综

合处置能力较强。本公司向该公司出售废料，有利于降低公司环保成本与管理费用，使废料

利用效益最大化，增加公司经济效益。 

4、民生物流主营物流运输，公司从服务、成本、管理等方面考虑，选择该公司为本公

司提供产品运输等物流服务，多年来公司与民生物流形成了良好合作关系。 

5、爱创科技拥有较完善的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设备及自动控制技术，制造能力、研发

能力、品质管理能力较强，能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零部件及产品加工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

格兰博按照市场化原则将部分产品委托爱创科技生产，核心部件由格兰博按市场化原则销售

给爱创科技，同时格兰博向爱创科技采购部分零部件及委托生产的清洁机器人，能够推进双

方业务发展，达到共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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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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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与日常经营

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唐英凯先生、张蕊女士、李余利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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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

司经营活动所需，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必要合理的，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关联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关联交易依据公平、合理的定价政策，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关联交易价格，体现

了公平、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独立董事对《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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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五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