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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一）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本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本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情形。

（三）所有董事均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四）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五）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六）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虹美菱、虹美菱

B

股票代码

000521

、

200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霞 朱文杰

办公地址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

电话

0551-62219021 0551-62219021

电子信箱

0551-62219021 0551-62219021

lixia@meiling.com wenjie.zhu@meiling.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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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95,860,736.99 9,133,162,680.94 -2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130,580.93 54,334,022.57 -48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57,134,663.36 4,475,396.85 -584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88,104,958.41 373,484,000.19 -20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012 0.0520 -48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012 0.0520 -48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9% 1.08%

减少

5.3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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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5,140,923.67 14,202,233,615.47 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741,397,306.92 5,004,947,673.36 -5.27%

（三）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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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 248,457,724 0 - -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8% 47,823,401 0 - -

长虹

(

香港

)

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9% 27,077,797 0 - -

CAOSHENGCHUN

境外自然人

1.41% 14,766,086 0 - -

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10,733,452 0 - -

马国斌 境内自然人

0.92% 9,633,427 0 - -

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85% 8,880,000 0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6,781,800 0 - -

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6,296,913 0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42% 4,362,5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长虹”）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

港长虹除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外，还通过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B

股股票

6,296,913

股，前述股东

构成一致行动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香港长虹与其他前

7

名股东（不包括辉立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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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海通兴泰（安徽）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系认购本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的产品。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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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马国斌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9,572,801

股，通过其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0,626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633,427

股。 股东上海方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8,880,000

股。

（四）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1.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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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六）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否

1.概述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家电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季度国内经济形势虽好

转，但一季度带来的冲击难以磨灭，整个家电市场上半年仍保持悲观走势。报告期内，公司以

“一面两点” 为指导思想，即以商业库存为核心带动供应链、制造、物流等，提升整体效率；通

过对阵对标，输出与市场高度匹配的线上线下竞争策略、产品策略。面对疫情影响，公司各业

务单元主动出击、变危为机，利用机会或政策抢抓新订单，确保了供应链安全，产能利用率持

续提升，一季度抗疫触底，二季度大盘止滑且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实现了增长，已进入正常的

生产经营轨道。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96亿元，同比下降25.29%；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21,

013.06万元，同比下降486.74%；其中，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2.8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27,000.81万元，2020年第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45.14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

987.75万元。

2.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2020年1-6月，公司冰箱、冰柜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29.21亿元，同比减少23.53%；公司空调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25.96亿元，同比减少34.95%；公司洗衣机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1.80亿元，

同比减少12.34%；公司厨卫、小家电、制冷配件等其他产品实现营业收入约5.72亿元，同比增长

8.18%。

（2）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2020年经营方针部署年度经营计划，安排组织生产经营，

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产品领先

2020年6月，公司携手京东发布全球首款十分净冰箱365WPUCA，独创MNC+长效净味杀

菌技术，克服了传统冰箱净味速度慢、效果差、寿命短的缺点。在拥有“美菱鲜” 、“美菱薄”

后，第三张“美菱净” 名片将美菱系冰箱的品牌形象推向更高的高度，展示出美菱为消费者和

行业打造的未来冰箱的新蓝图。

2020年4月，长虹空调“熊猫懒” 新品线上发布。该产品搭载的智清洁功能，可以深层清洁

到蒸发器，保障输出的空气洁净卫生，解决消费者只能简单清洗空调滤网的使用痛点。同时，

该产品控温精准，温度波动小，0.1℃精准控温构建了恒温的舒适环境，进一步契合了用户使用

痛点。

2020年7月，美菱自产“十分薄” 滚筒洗衣机震撼首发，致力于解决滚筒洗衣机难嵌入的

消费痛点。

营销转型

在国内市场上，公司通过“一面两点” 战略落地，基于“合理化商业库存” 进行循环检查，

加强每周迭代，提升销售预测准确率，以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同时瞄准标杆，开展提效、降本

工作。国内空调受疫情影响较大，公司空调产品销量同比下降。在海外市场上，公司上半年“外

拓增量市场、内抓运营效率” ，克服了疫情影响，实现了冰箱、空调订单量增长，经营质量持续

改善，产品结构持续改善，中高端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同时积极拓展海外自有品牌销售。

效率突破

落实“一面两点” ，全面对标对阵，提升效率。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资金压控专项工

作，通过压控库存、应收、预付，使得资金运营效率同比有较大提升；在开发端通过前端输入把

关、模块化设计、智能研发平台应用等，实现研发效率提升近10%；在生产制造端通过销、产、研

协同，重点推进“五化三易” 、“少人化” 等重点工程，实现上半年制造效率提升10%以上。

团队激活

在人才发展方面，通过建立内部人才流动常态化的机制，使得内部人才良性流动，提高人

岗匹配度；同时，持续推进干部岗位竞聘上岗，给予员工晋升提供通道。在人员结构方面，为团

队输入新鲜血液，改善人才结构，激活团队氛围。在员工能力提升方面，通过美菱学院，构建了

质量学院、技术学院、制造学院、管理学院等专业学习线上平台，将优秀员工岗位经验内化，丰

富员工学习内容。在激励机制方面，通过激励方案的全覆盖，继续实施全员价值创造奖励，鼓

励员工自主创新创造，实现员工自驱动。

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为保障公司顺利复工复产，公司紧急部署，制

定防控应急处置预案，储备防疫物资、做好复工前的各项准备措施，全面复工复产。

（二）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的“四、重要会计政策及会

计估计” 的“35.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相关内容。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四川长虹空调有限公司、中山长虹电器有限公司、中科美

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5家子公司。与上年相比，本报告期内，因清算注销减少子公司广

西徽电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2020年8月15日披露的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的“七、合并范围的变化” 及“八、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相关内容。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定刚

2020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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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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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董事长吴定刚先生、董事寇化梦先生、史强

先生、钟明先生、干胜道先生、路应金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雍凤山先生、胡照贵先生、任

佳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了本次董事会。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定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以及公司会计政策、内部控制制度规定，本着审慎经营、有效

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 公司对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金融工具进行了全面的清查

和减值测试，同意公司对可能发生减值风险的金融工具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确认信用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2020年上半年母公司及子公司合计计提信用损失准备22,270,221.19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根据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规定，并结合目前的市场形势及库存产品

的品质情况，本着审慎经营、有效防范并化解资产损失风险的原则，公司在对截至2020年6月

30日存货进行清查的基础上，按照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对期末存货进行减值测

试。经测试，同意对母公司及子公司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计26,583,248.58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按照国家有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会计政策，同意公司对截至2020年6

月30日部分已经无使用价值或其继续使用带来的成本超过所产生经济效益的非流动资产进

行处置。该部分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1,359,249.75元，累计折旧10,501,842.87元，

减值准备136,725.84元，账面价值720,681.04元，扣除取得的处置净收入541,976.06元，净收益

178,704.98元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司批准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退养规定》

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并结合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现有内部退养员工从本期至

正式退休期间新增生活补助费共计增加48,280.10元， 同意公司将该项费用作为退养员工福

利，列入福利费开支，计入当期损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

策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

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0年上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长虹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同时考虑财务控制和交易合理性，同意

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

协议》, 并约定自新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有效期内每日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

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及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调整为不超过45亿元。根据

协议，长虹财务公司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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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35.04%的股权，本公司和长虹华意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14.96%的股权，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同受四川长虹和长虹

集团控制，长虹财务公司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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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续签协议并开展金融服务业务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董事

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史强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情况，结合公司实际

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增加预计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远信租赁” ）提供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4,

500万元（不含税）。

本次增加预计后，2020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

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合计不超过1,540,300万元（不含

税），其中2020年预计与远信租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6,500万元（不含税）。

远信租赁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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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

史强先生审议该事项回避表决。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办理与上述关联方签署业务合同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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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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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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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

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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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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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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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20年8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于2020年8月1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监事何心坦先生、黄红女

士、季阁女士、朱文杰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监事

会和监事保证本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金融工具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清查和减值测试，

对相关金融工具计提信用损失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计提信用损失准

备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公允、合理。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20年半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系按照国家相关会计准则和公司的会计

政策进行的，符合谨慎性原则，上述计提能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处置非流动资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提取员工退养福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

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0年上半年，公司认真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

资金，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该专项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公司2020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是真实的、客观的，

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 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是可控的，对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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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加预计2020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接受远信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

供的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及融单等业务的日常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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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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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执行

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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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和要求，2020年8

月14日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现将具体内

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财会（2017）22号]《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

一收入〉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

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变更日期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的规定于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新收入准则。

（三）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

入》、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

入》、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等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收入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将现行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二）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本准则的企业，应当根据首次执行本准则的累积影响

数，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予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

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自2020年1月1日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

同期可比数，该准则的实施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相关的财

务指标不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

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交的《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相

关材料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

的，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

合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更能够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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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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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0-060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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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等相关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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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成功向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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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5.59元。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XYZH/2016CDA40272号《验资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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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9月17日，承销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

万宏源” ）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28,000,000元后余额1,541,999,998.84元划转

至本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专用账户账号 存储金额（单位：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农业银行合肥金寨路支行

12181001040028002 391,000,000.00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2

交通银行合肥寿春支行

341304000018880007121 559,000,000.00

智能研发能力建设及智能家电技术新品开发项目募

集资金专户

3

光大银行长江西路支行

76670188000416855 320,000,000.00

智慧生活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4

工商银行合肥长江东路支行

(

注

1) 1302010238000000269 271,999,998.8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1,541,999,998.84 --

注1：存入工商银行合肥长江东路支行（账号1302010238000000269）的募集资金271,999,

998.84元包括其他发行费用1,267,276.08元， 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该账户实际可用募集资金余

额为270,732,722.76元。

（二）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期末余额

截至2020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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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788,448.23元，同时累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432,609,413.91元。其中，本报告

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48,672,336.74元（含银行手续费、工本费435元），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为126,766,362.64元。 另外， 本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户收到银行存款利息为498,

251.65元，收到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益为1,432,328.96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99,694,322.02元（含由募集资金存款产生

的累计利息收益3,551,272.38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益37,163,249.34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

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于2015年12月全面修订了《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使用管理、投向变更以及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进行了详

细严格的规定。该制度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本报告期内，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按照《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中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了投资

者的利益。

（二）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

根据《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从2016年9月起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于2016年10月12日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分别与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金寨路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营业部签署《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其中，由于本次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智慧生活项目” 由公司子公司长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美科技” ）实施，故智慧生活项目募集资金存储专户由公司和长美科技与申万宏源、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同日，本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

案并公告了协议的主要内容。

报告期内，公司在募集资金的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不

存在不履行义务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际已使用金额为1,029,

788,448.23元，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余额为199,694,322.02元（其中含存款利息收入3,551,272.38

元及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益37,163,249.34元）。具体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存放明细表

序号 开户银行 资金用途

余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收益 合计

1

农业银行合肥金

寨路支行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86,867,441.49 3,420,919.66 36,800,290.44 127,088,651.59

1.1

其中：智能制造（合肥）项目

17,468,958.17 3,357,458.47 33,926,817.34 54,753,233.98

1.2

年产

200

万台洗衣机生产基地项

目（二期）

69,398,483.32 63,461.19 2,873,473.10 72,335,417.61

2

交通银行合肥寿

春支行

智能研发能力建设及智能家电

技术新品开发项目

72,112,358.81 130,352.72 362,958.90 72,605,670.43

3

光大银行长江西

路支行

智慧生活项目

0 0 0 0

4

工商银行合肥长

江东路支行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0 0 0 0

合计

158,979,800.30 3,551,272.38 37,163,249.34 199,694,3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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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予以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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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843,05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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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公司将项目实施主体长美科技公司予以清算注销，目前尚在推进清算注销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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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4,073.272276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867.23367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2,978.84482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7,246.03512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0.66%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

含

部分变更

)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1.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部分变更

39,100.00 39,100.00 2,120.811851 30,413.255851 77.78% -- --

不适用 否

其中：

1.1

智能制造（合

肥）项目

未变更

27,100.00 27,100.00 479.106475 25,353.104183 93.55% 2021

年

12

月底

--

不适用 否

1.2

年产

200

万台洗衣

机生产基地项目 （二

期）

已完成变

更

12,000.00 12,000.00 1,641.705376 5,060.151668 42.17% 2020

年

6

月

--

不适用 否

2.

智能研发能力建设

及智能家电技术新品

开发项目

部分变更，

同时已完

成结项审

批程序。

55,900.00 48,188.658476 2,746.421823 40,977.422595 85.04%

2019

年底该项目

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剩余资

金为合同尾款和

保证金。

--

不适用 否

3.

智慧生活项目

已完成变

更

32,000.00 4,500.16 0 4,500.16 100% -- --

不适用 是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未变更

27,073.272276 27,073.272276 0 27,088.006377 100.05%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54,073.272276 118,862.090752 4,867.233674 102,978.844823 86.64% -- --

不适用

--

超募资金投向： 公司募集资金未出现超募情况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54,073.272276 118,862.090752 4,867.233674 102,978.84482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说明

1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说明

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说明

3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他情况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说明1：

1.“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1）“智能制造（合肥）项目” 原规划建设期3年，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经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通过，同意公司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1年12月底。目前，该项目正在持续推进中。

（2）报告期末，“年产200万台洗衣机生产基地项目（二期）” 已投产，室内消防改造、建

筑改造施工均已完成，注塑、钣金、总装等车间设备均已进场安装调试完毕。

2.“智能研发能力建设及智能家电技术新品开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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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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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该项目截至2019年11月30日

的节余募集资金125,084,220.44元（包括理财、存款的利息收益47,970,805.20元）及其以后结算

的利息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扣除预留合同尾款和质保

金后的实际余额为准。同时，将待支付合同尾款及质保金等合计114,368,326.60元继续保留在

募集资金账户，并按合同约定支付。

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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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已支付合同尾款及

质保金等合计27,464,218.23元，截至报告期末，剩余募集资金72,605,670.43元。

3.“智慧生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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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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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将该账户的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305,

843,05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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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公司将项目实施主体长美科技公司予以清算注销，目前尚在推进清算注销相关工

作。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投入进度超过100%，主要是由于使用的募集资金中含募集资金

存款利息的原因。

说明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6年10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63,984,

738.91元，置换人民币63,984,738.91元。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作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XYZH/2016CD40285）（以下简称 “《鉴证报

告》” ）。本次置换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39,870.65 39,100.00 2,545.41 2,5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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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00.00 2,053.06 2,053.06

智慧生活项目

32,076.00 32,000.00 1,800.00 1,800.00

总计

127,846.65 127,000.00 6,398.47 6,398.47

本次置换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出具了无异议核查意见。

说明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将继续按照募投项目实施计划完成相应的投资。 同时，根

据募投项目计划，2020年初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利用最高不超过19,900万元人民币的闲

置募集资金（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剩余资金则存放于指定的募集资

金专户中。

截至目前，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用途未发生变化。

（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产品投资的说明

根据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20日、2月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成本，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利用最高不超

过19,9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该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

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有效。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出具了无异议

的核查意见。截至目前，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

金额

（万元）

开始日期 到期日期 收益率 备注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0,000 2020

年

2

月

21

日

2020

年

5

月

25

日

3.80%

已到期

10,000 2020

年

5

月

27

日

2020

年

8

月

26

日

3.45%

未到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阳经开区支行

5,000 2020

年

3

月

10

日

2020

年

6

月

10

日

3.60%

已到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5,000 2020

年

6

月

15

日

2020

年

9

月

14

日

3.30%

未到期

前述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1月21日、2月12日、2月21日、3月11日、5月27日、6月13日在 《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以公告形式（2020-003号、2020-004

号、2020-006号、2020-009号、2020-010号、2020-011号、2020-035号、2020-040号公告） 进行

了披露。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经建立健全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确保该制度有效实施。涉及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及管理的情况公司已经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

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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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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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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