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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购买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微技术”）、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

嘉恩”）拥有的部分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软件研发平台等研发资产。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2019 年 11 月 29 日、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向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虹微技术、易嘉恩购买智能研发的相关资产。本次

交易的定价以标的资产截至 2019年 9月 30 日的评估价值为准，确定交易价格为

4,661.73 万元。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资产尚未进行过户，交易资金

尚未支付。 

本次交易对手中，四川长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法人，虹微技术和易嘉恩均为四

川长虹的控股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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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买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的智能研发相关资产构

成了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

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079 号）。 

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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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396 号）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成功向包括四川长虹在内的七名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80,858,676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69,999,998.8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含税）29,267,276.08元，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540,732,722.76 元。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将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智能制造建设项目”的子项目“年新增 60万台中大容积环保节能冰

柜智能生产线建设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2,000万元变更投入“年产 200万

台洗衣机生产基地项目（二期）”；同意公司终止实施“智慧生活项目”并将该项

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理财利息等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变更“智能研发项目”中部分募集资金的使用投向，用于向

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购买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建设、软件研发平台等研发资

产，以完成“智能研发项目”中的“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建设”子项目建设。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将“智能研发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该项目节

余的募集资金及其以后结算的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现因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向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购买的研发资产未实际交付，“智能研发项目”中

的“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建设”子项目建设尚未完成。 

截至 2021年 3 月 31日，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际已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共计 1,519,817,853.08元（含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 145,133,593.35 元（其中含利息收入 3,868,587.54 元及银行理

财产品到期收益 38,511,235.70 元）。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已使用募集金

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永久补流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含理财收益

及利息收入） 

1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39,100.00 39,100.00 35,732.89 - 7,599.83 

1.1 其中：智能制造（合肥）项目 27,100.00 27,100.00 27,100.00 - 3,832.14 

1.2 
年产 200万台洗衣机生产基地项

目（二期） 
12,000.00 12,000.00 8,632.89 - 3,767.69  

2 
智能研发能力建设及智能家电

技术新产品开发项目 
55,900.00 48,188.66  41,399.79 12,676.64 6,913.53  

3 智慧生活项目 32,000.00 4,500.16 4,500.16 30,584.30 0 

4 补充流动资金 27,073.27 27,073.27 27,088.01 - 0 

合 计 154,073.27 118,862.09 108,720.85 43,260.94 14,513.36 



注：1.根据公司募集资金后期各项目的使用计划，公司已于 2016年 11月 18日将“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账户的剩余资金及利息全额 272,147,339.85 元提取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和支付其他发行费用，并在资金提取完成后将“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账户予以注销。 

2.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已分别于 2019 年 7月 26日、

8月 19日、10月 11日将“智慧生活项目”账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

305,843,046.32元提取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取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为 0

元，已将该账户注销。 

3.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已于 2020年 1月 15日将“智能研发

项目”账户中扣除预留合同尾款和质保金后的剩余募集资金和理财、利息收入合计

126,766,362.64元提取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取后，该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继

续用于支付合同尾款和质保金（包含公司尚未支付的向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购买智能研发资

产的款项 4,661.73万元）。 

三、终止购买资产的原因及剩余募集资金投向 

公司及交易各方自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后，积极落实本次交易的实施，但

2020年受内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在具体推进工作中遇到了实质性困难，主要表

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2020年全国各地多个地区发生新冠疫情，对公司及交易各方的资产

交接工作产生较大影响。且本次交易合同涉及四方主体，合同项下资产较多，资

产交接任务繁重，资产交接过程中还涉及软件研发平台系统的授权及升级维护，

导致资产交接工作进展缓慢。 

二是，随着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成熟与落地，加快了市场技术

迭代升级，结合公司数字化转型战略调整，公司的研发平台系统增加了 5G智能

物联网技术应用，为满足新增应用的需求，合同项下部分硬件基础设施及相关软

件均需要同步更新升级，导致部分资产交付条件不成熟。 

综上，本次交易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资产交接进度缓慢，以及受技术迭代升

级影响部分资产交付条件尚不成熟的原因，标的资产的交付完成时间和结果出现

了重大不确定性。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并综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经过全面、审慎、

综合地评估，并与交易对方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协商后，决定终止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终止前，公司尚未支付交易资金，也尚未进行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

为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智能研发项目”的进度，公司已先行以自有资金推进子

项目“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建设”，目前项目建设进度尚在计划当中；本次交易终

止后公司将以自建方式继续推进“智能研发项目”中子项目“智能研发管理平台

建设”的建设（智能研发项目的其他子项目均已完成，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预计该项目将于 2021 年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预计该项目实际投资额将不超

过 4,661.73万元，即智能研发项目中剩余的募集资金完全能满足该项目的后续



需求。 

四、终止购买资产事项的审批程序 

2021年 4月 19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陈晔先生审议该事项时回避

表决，表决结果：同意 7票，回避 2票，反对 0票，弃权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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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公司监事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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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香港）

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需回避表决。 

五、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虹微技术、易嘉恩就本次终止购买智能研发

资产的事项签署正式的终止协议。考虑到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尚未进行过户，交

易资金尚未支付，经与交易对方初步协商，本次交易将全部解除，交易各方的权

利义务等将终止，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六、终止购买资产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终止使用募集资金购买资产事项是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

商一致的结果，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原《资产转让协议》解

除，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截至目前，公司未向交易对方支付任何交易款项，

未进行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不会对公司战略发展和现有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终止后，“智能研发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用于项目后续投

入，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已实

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且公司通过自建以满足研发平台技术迭代升级的快

速响应，提升研发效率，增强公司自主研发核心技术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

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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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四川长虹）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为 5,924.75 万元（不含税）；与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不含长虹华意压缩

机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87,991.15 万元（不含

税）；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为 13,881.10万元（不含税）。 

经公司股东大会及董事会批准，2021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

生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1,518,850 万元（不含税），因此，2021

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实际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未超过公司股东

大会及董事会批准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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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洪远嘉先生、牟文女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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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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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购买智能研发相关资产的

事项，交易历时较长，期间内外部环境发生一定变化，交易标的资产交付完成的

时间和结果出现了重大不确定性，同意公司终止本次交易。截至目前，公司未向

交易对方支付任何交易款项，未进行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本次终止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综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经与交易对方友好

协商后作出的决定，且该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并未实施，不会对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终止后，“智能研发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用于项目后续投入，

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对已实施的

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且公司通过自建以满足研发平台技术迭代升级的快速响

应，满足募投项目的投向，提升了公司的技术研发竞争力，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

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审议《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审议、决

策程序合法、合规，依法运作。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终止关联交易，规范使用募集资金，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拟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经过全面、审慎、

综合地评估，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公司及交易对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

任。本次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战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智

能研发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用于项目后续自建投入，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及股东的长远利益。同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同意将

本次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终止使用募集资金向四川长虹及其子公司购买“智能

研发项目”下属子项目“智能研发管理平台建设”相关资产的事项，是经公司审

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终止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战略发展和现有

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终止后，公司“智能研发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仍将

用于项目后续自建投入，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终止本次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相关报告及其

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审阅了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了解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展情况。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经公司审慎研

究并与交易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保荐机构对终止该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待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正式实施。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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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5.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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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