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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关联方长虹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近期披露的相关公告，其认

购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虹格兰博”）非公开定向发行股份并控股长虹格兰博事项已于2018年上半

年内完成，长虹格兰博纳入长虹华意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长虹格兰博及其下属子公司属于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长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日电”）

因经营需要，自2017年1月起，向长虹格兰博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格兰博”）采购清洁机器人产品，其中，2017

年度采购交易金额为133.38万元，2018年1-6月，采购交易合计金额为156.25万

元。因此，本次长虹华意完成控股长虹格兰博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虹日电继

续向湖南格兰博采购清洁机器人的交易则构成日常关联交易，故公司需新增预计

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意控股子公司湖南格兰博的日常关联交易

金额。 

（二）本次新增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鉴于上述情况，根据公司2018年1-6月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对全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2018年8月14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公司新增预计 2018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意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

博发生购买清洁机器人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 650 万元（不含税）。 

关联董事李伟先生、史强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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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新增预计 2018年度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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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了同意上述日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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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本次拟新增的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故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新增后，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

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60,780万元（不含税）。 

（三）新增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本次新增预计的与长虹华意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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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 年 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购

买商品等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清 洁 机

器人等 
市场价 650 156.25 133.38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2018年1月1日至8月14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

已累计发生各类日常关联交易32,994.11万元（不含税）。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虹华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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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95,9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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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长虹华意资产总计为 9,978,196,827.90 元，负债为 6,015,533,468.94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3,962,663,358.96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148,333,333.02 元。2017 年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 8,114,110,395.9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7,123,634.22元。 

根据长虹华意 2018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长虹华意资产总计为 10,145,906,290.33 元，负债为 5,950,929,846.53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194,976,443.80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3,171,493,460.34元。2018年 1-6月，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 4,735,634,009.41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266,49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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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合作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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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洁机器人等。 

（二）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2012年 9月 3 日 

法定代表人：陈振兵 

注册资本：50,000,000元 

住所：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石虎大道与林经二路交汇处（郴州远大住宅工

业有限公司旁） 

经营范围：研发开发、生产、推广、销售家庭智能保洁机器人及空气清净机、

空气加湿机、紫外光杀菌机等家用、工用产品；灯具、储能产品、电动工具、电

动玩具等产品及相关材料的技术开发和产品销售；塑胶、电子元器件、模具的开

发生产和制造（危险品除外）；以及为上述产品提供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开发、

生产、销售电源产品、灯具；化工原料销售（危险品除外）；信息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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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湖南格兰博 2017 年 1-12 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湖南格兰博资产总额 30,290.44 万元，负责总额 23,132.81 万元，净资

产 7,158.58万元。2017年度，湖南格兰博实现营业收入 19,106.16 万元，利润

总额 1,656.75万元，实现净利润 1,499.94万元。 

根据湖南格兰博 2018 年 1-6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湖南格兰博资产总额 38,529.37 万元，负责总额 30,033.64 万元，净资

产 8,494.13万元。2018年 1-6月，湖南格兰博实现营业收入 14,930.04万元，

利润总额 1,389.03万元，实现净利润 1,335.55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 2018年 8月 4日，湖南格兰博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关联关系图如下：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格兰博经营状况良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2018年新增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向湖南格兰博购买商品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不超过650万元（不含税），本次新增后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

意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60,780万元（不含

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100% 

23.22% 

100% 

99.855% 

22.47%

% 

绵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长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68.42%

% 

28.95% 

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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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方购买商品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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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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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兰博作为国内一家专业从事智能清洁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的知名企业，

自2017年1月起，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向其采购清洁机器人等

产品，相关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的交易事项。在形成关联关系后，双方后续

的关联交易也将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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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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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与华意压缩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

独立董事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路应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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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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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增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主要为：因公司关联方长虹华

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于 2018年上半年完成对长虹

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格兰博”）的收购并将其纳入其合并



报表范围内，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相关规定，

长虹格兰博及其下属子公司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东

长虹日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日电”）自 2017年 1月起向长虹格兰

博下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格兰博”）采

购清洁机器人产品，故长虹华意本次控股长虹格兰博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向湖

南格兰博采购清洁机器人构成日常关联交易。因此，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经

营需要，本次新增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将更客观地反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真实性，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新增预计 2018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华意控股子公司

湖南格兰博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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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新

增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因正常经营需要而发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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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审议《关于新增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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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根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长虹日电与湖南格兰博 2018年 1-6

月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对全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测情况，公司本次新

增预计 2018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华意控股子公司湖南格兰博的日常关联

交易均为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进行，是正常、合理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

损害公司及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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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新增预计 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本次新增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 5％，无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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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新增预计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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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