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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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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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13,734,003.43 2,096,188,544.12 6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65,669.80 8,180,808.20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267,537.28 1,569,244.60 -1,327.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1,232,686.14 3,941,233.98 -1,653.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0118 -15.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0 0.0118 -1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0.25%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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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7,834,676.55 10,938,363,652.13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24,311,945.68 3,317,166,650.85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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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3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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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7,4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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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2,718.67 
主要系投资理财产品与远期外

汇业务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3,329.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66,131.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51,439.61  

合计 26,233,20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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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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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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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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科技城发展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28,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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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0.90% 6,238,600    

袁建忠 境内自然人 0.56% 3,888,800    

王长安 境内自然人 0.52% 3,623,596    

赵毅斌 境内自然人 0.45% 3,153,300    

吴亦斌 境内自然人 0.43% 3,012,100    

暨沛权 境内自然人 0.42% 2,903,820    

李志杰 境内自然人 0.39% 2,70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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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5,570 人民币普通股 8,435,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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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 

马国斌 6,2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38,600 

袁建忠 3,8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8,800 

王长安 3,623,596 人民币普通股 3,623,596 

赵毅斌 3,153,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3,300 

吴亦斌 3,0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2,100 

暨沛权 2,903,820 人民币普通股 2,903,820 

李志杰 2,7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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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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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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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信用账户持有 14,380,000 股，王长安信用账户持

有 3,620,896 股，赵毅斌信用账户持有 1,153,300 股，李志杰信用账户持有 2,515,000 股；

马国斌、袁建忠、吴亦斌均为信用账户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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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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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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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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0,000,000.00  805,000,000.00  -50.31% 主要系未到期理财减少所致 

衍生金融资产 38,182,456.36    19,365,795.56  97.16% 
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期末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14,450,557.96   362,777,774.70  -40.89% 主要系持有未到期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2,563,374,557.75  991,071,616.82  158.65% 
系销售规模增加，未到结算期的应收货款增加所

致 

预付款项   446,905,334.54   179,319,019.79  149.22% 系公司备货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893,927.45   19,670,796.22  -44.62% 系应收质量索赔款减少所致 

合同资产  11,256,777.04   5,409,941.58  108.08% 系新增对客户的质保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4,263,127.75   75,189,403.22  -54.43% 系留底增值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65,574,166.75   41,725,527.86  57.16% 系公司在建生产设备投入增加所致 

使用权资产  228,848.37   100.00% 系新租赁准则切换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84,153.62   1,767,556.77  80.14% 系预付设备及工程款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103,697.44  -100.00% 
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汇合约期末公允价值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88,537.74  -100.00% 系预收租金结转收益所致 

应交税费  26,129,179.80   39,727,525.01  -34.23% 系应交企业所得税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4,522,994.57   133,434,724.23  30.79% 系待结算的运费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68,000,000.00   168,000,000.00  -59.52% 系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2、利润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13,734,003.43  2,096,188,544.12  62.85% 系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149,020,727.68  1,864,408,651.57  68.90% 
系销售规模扩大及原材料大幅涨价所

致 

销售费用  64,681,545.13   46,064,898.84  40.41% 系销售规模增加及运费上涨所致 

财务费用   5,097,876.17  -16,592,740.76  130.72% 系汇兑损益及利息收入减少所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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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  24,059,313.65   9,392,905.21  156.14% 
系理财收益增加及联营企业利润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8,705,628.99   -5,399,411.75  446.44% 

系持有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755,988.40   -4,527,386.84  181.75% 
系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产品成本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07,315.80   -190,042.89  630.05% 系处置报废固定资产产生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00,510.86   1,529,490.87  96.18% 系对供应商质量索赔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87,180.97   18,106.45  381.49% 系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增加 

所得税费用  9,019,137.02   6,462,289.01  39.57% 系子公司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变动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5,492,807.58     10,744,817.27  44.19% 

主要系收到与资产相

关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32,686.14   3,941,233.98  -1653.64% 

系销售规模增加，采购

备货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3,462,336.05      1,937,232.58  78.73% 
主要系本期到期理财

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90,000.00         21,415.00  320.27% 

系本期处置报废固定

资产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7,737,933.48     26,563,386.01  -33.22%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

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85,471,616.71     34,734,224.56  146.07% 

系技改投入同比增加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0,000,000.00  1,100,060,000.00  -63.64% 
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7,071,294.12      1,746,372.43  304.91% 

系购买可转让定期存

单支付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2,542,910.83  1,136,540,596.99  -56.66% 

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747,358.70   -187,958,563.40  -277.56% 

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

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69,171,720.15    312,121,880.00  82.36% 
系银行借款同比增加

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40,164,066.12      4,861,785.15  726.12% 

系本期收回的票据保

证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09,335,786.27   316,983,665.15  92.23% 

系银行借款同比增加

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33,073,204.46    220,000,000.00  142.31% 系归还到期银行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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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1,891,357.57        344,632.46  448.80% 

系本期支付的票据保

证金同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43,565,813.75   232,607,769.26  133.68% 

系归还到期银行借款

同比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13,581,669.91      7,639,707.18  77.78% 

主要系汇率波动的影

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1,866,314.99    -92,001,726.35  482.46% 

主要系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增加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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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预计，详见公司

于2020年12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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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预计金

额(不含税,万

元) 

2021 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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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 11,521 3.40% 

向关联人销售清洁机

器人 
市场价 1,500 50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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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0.01% 

长虹（香港）贸

易有限公司 
销售压缩机 市场价 10,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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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 852 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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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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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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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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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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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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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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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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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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价格作为

定价基础 
5,670 609 0.24% 

合计 95,579 14,846  

（2）金融服务协议的履行情况 

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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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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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90,151.50 3,475,746,706.90 3,477,972,681.70 25,164,176.70 103,080.40 

2、定期存款 1,239,898,939.64 2,171,932,000.00 2,320,225,939.64 1,091,605,000.00 8,948,070.89 

3、保证金 53,513,909.30 1,811,250.00 2,242,931.40 53,082,227.90 22,26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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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其他（开票） 328,897,925.98 209,472,510.15 143,659,742.09 394,710,694.04 -104,7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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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担保情况 

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2021年对外担保额度进行预计，详见公司于2020

年12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预计2021年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本报告期无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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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 

预计为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3,700万欧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2,735万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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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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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0万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9,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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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万元，报告期末担保余额为6,500万元。 

3、委托贷款情况 

经公司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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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万元（含9,0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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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0万元，

融资利率为4.35%，报告期收到利息88.95万元。 

4、办理跨境对外放款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2021年办理跨境对外放款进行预计，详见公司于

2021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

办理跨境对外放款的公告》，本报告期暂未办理对外放款业务。 

5、接受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服务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对2021年接受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服务进行

了预计，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与远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本报告期暂未与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向上海威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公告 2020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50 号公司公告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0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51 号公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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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 2021 年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2020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52 号公司公告 

关于预计 2021 年与长虹集团财务公司持

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2020 年 12 月 1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0-053 号公司公告 

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公告 
2021 年 02 月 0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 2021-004 号公司公告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华意巴塞罗那办理跨

境对外放款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 2021-015 号公司公告 

关于增加公司与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2021 年 03 月 2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 2021-016 号公司公告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与摘要 2021 年 03 月 29 日 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第 20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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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陈振兵等格兰博 12

位股东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公司股东、交易对手方在报

告年度经营业绩做出的承诺

情况 

2017 年 09

月 22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期未

完成 

任颂柳、深圳格兰

博科技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公司股东、交易对手方在报

告年度经营业绩做出的承诺

情况 

2018 年 03

月 06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期未

完成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格兰博未能完成对赌业绩，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的影响是重要原因。 

1、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起美国对原产地中国 2000 亿产品加征 10%的关税，格兰博的智能吸尘器产品

及镍氢电池在此批加征关税清单中，2019 年 5 月 10 日起此 2000 亿产品的关税由原来的 10%增加至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2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25%。 

2、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于一些精密的 IC(集成电路）及部分材料管制，不允许直接出售给中国

公司，造成供应链短缺，终端客户丢失。 

3、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公司年初开工较晚，影响订单交付，客户取消部分订单；自三月份

起，海外疫情爆发，运输受阻，客户也取消大量订单，致使出口额比计划减少。 

2018-2020 年格兰博未完成业绩承诺，触发业绩补偿条款。公司已就业绩承诺补偿事项与格兰博 12 位

股东及任颂柳、睿石基金提出履约要求，双方尚未达成明确的解决方案，公司将积极与相关业绩承诺

方协商，督促其尽快与公司就协议业绩补偿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公司暂不存在与该对赌事项相关的诉

讼、仲裁事项。 

为保护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持续关注子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并将持

续关注业绩补偿事项的协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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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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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1 月 0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16,756 53,928 63,814  106,870 32.15% 
3,858.5

2 

合计 32,476 -- -- 116,756 53,928 63,814  106,870 32.15% 
3,858.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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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2 月 04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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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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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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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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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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04 万元，合约到

期投资损益 1,9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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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项目

拟结项，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

年3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2016年配股募集资金-研发能力提升项目结项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产业配套升级项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9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项目调整后投资重点主要聚焦于能够短期见效的提质降本的关键环节，

包括装配线及其配套壳体线局部升级和产品兼容改造、电机及其前端冲片和转子加工设备添置、曲轴箱等

关键部件配套保障以及信息化建设等，项目完成时间为 2021 年 6 月，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证

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缩减配股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公告》。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 11,289.24 万元，项目投资完成率 56.59%。受 2020 年新冠疫情和国家宏

观调控影响，大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压缩机电机的供货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电机自制的盈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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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收窄，风险加大。为了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拟对产业配套升级项目中电机线及其配套

的两套离心浇铸机、冲床、退火炉、模具及附属设施项目不再实施，将相应资金变更用于投资压缩机铸造

项目建设，并拟新设全资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实施，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

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产业配套升级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变更的公告》。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注：根据规定，可选择于 2021 年 7 月 15 日前确定是否披露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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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9,500 9,5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00 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10,500 30,000 0 

合计 120,5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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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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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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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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董事长（签名）：杨秀彪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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