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名称：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2年半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占用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半年度期

末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 - -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2年半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半年度期

末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
性往来、非经营

性往来

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27.74 3,107.56 2,145.60 1,089.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5.26 69.47 74.7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格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092.87 1,092.87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4.90 3.10 1.8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78.82 78.8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0.03 0.0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越南长虹电工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0.97 208.41 8.92 220.4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133.26 132.84 0.42 货款 经营性往来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293.32 18,356.13 11,785.82 6,863.6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应收账款 33.47 359.22 297.24 95.4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成都长虹民生物流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87 5.87 7.74 物流服务 经营性往来

合肥长虹美菱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 20.00 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深圳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21 4.21 房租押金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56 2.71 2.71 1.56 物业押金 经营性往来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45.00 45.00 货款及保证金 经营性往来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预付款项 734.90 734.9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虹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预付款项 4.02 4.02 软件及平台开发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预付款项 8.20 8.2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预付款项 273.80 273.80 物流服务 经营性往来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景德镇分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预付款项 12.72 12.72 材料款 经营性往来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子公司 合同资产 20.00 5.00 25.00 质保金 经营性往来

小计 706.68 24,324.60 16,684.06 8,347.22

2022年半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附属企业

1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

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22年期初往来

资金余额

 2022年半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2年半年度往来资

金的利息（如有）

 2022年半年度偿

还累计发生金额

 2022年半年度期

末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
性往来、非经营

性往来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85.65 1,542.05 1,627.70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773.80 1,293.25 1,578.44 488.61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7,520.11 9,240.64 4,729.32 12,031.43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景德镇华铸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应收账款 606.45 1,341.01 72.51 1,874.95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59.72 296.58 37.45 518.85 研究院设备租赁 经营性往来

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32 15.73 25.05 代垫社保 经营性往来

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责任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02.00 2,102.52 802.00 2,102.52 对HCB资金拆借 经营性往来

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26.72 41.09 2,763.21 4.60 对赌收益款 非经营性往来

景德镇华铸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29.43 2,607.33 3,536.76 垫付设备款 经营性往来

浙江加西贝拉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款项 57.58 57.58 货款 经营性往来

景德镇华铸机械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款项 140.05 2,585.99 2,726.04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子公司  预付款项 6,613.76 6,613.76 货款 经营性往来

小计 13,853.25 27,737.53 24,569.82 17,020.96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总计 14,559.93 52,062.13 41,253.88 25,368.19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余万春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娟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
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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