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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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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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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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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虹华意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040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强

杨茜宁

办公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开
发区内）

江西省景德镇市长虹大道 1 号（高新
开发区内）

电话

0798-8470228

0798-8470237

电子信箱

shiqiang@hua-yi.cn

hyzq@hua-yi.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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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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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186,004,948.97

6,803,212,665.31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732,673.04

48,858,024.28

6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734,350.20

8,864,206.74

66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0,663,367.84

743,431,366.92

14.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46

0.0702

63.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46

0.0702

6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1.48%

0.85%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2,975,533,088.59

11,732,478,136.91

10.59%

3,410,383,978.23

3,434,563,352.25

-0.7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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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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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60%

212,994,972

0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3%

28,750,000

0

景德镇国控金融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1%

8,435,570

0

王新忠

境内自然人

1.15%

8,020,000

0

詹静

境内自然人

0.77%

5,371,500

0

暨沛权

境内自然人

0.70%

4,902,270

0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59%

4,138,000

0

JPMORGAN CHASE
BANK,NATIONAL
ASSOCIATION

境外法人

0.52%

3,585,206

0

王恺

境内自然人

0.46%

3,184,500

0

王春

境内自然人

0.37%

2,579,6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质押

数量

1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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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九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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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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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8,750,000 股，其中普通账户
持有 14,370,0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14,380,000 股。王新忠、王恺、王春
均为信用账户持股。詹静持有 5,371,500 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53,4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5,318,100 股；罗育文持有 4,138,000 股，其中普通账
户持有 138,000 股，信用账户持有 4,000,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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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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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冰箱压缩机产销量在冰箱压缩机行业继续稳居第一；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紧抓市场机
遇，销量同比有较大增幅；扫地机器人继续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全力开拓新的客户，但短期业绩仍面临
较大压力。
面对国内部分地区疫情持续、运输阻滞、需求疲软、成本居高等严峻形势，公司坚持“增强产品力，
提升组织力，激活成长力”的经营方针，早布局，早行动，积极推动产品结构调整、技术研发、增收降
本等重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1）结构调整显著：报告期内，冰箱压缩机销量 3,938 万台，同比增长 4.6%，其中商用压缩机销
量 492 万台，同比增长 5.35%，变频压缩机销量 954 万台，同比 16.0%，公司产品不断向商用、变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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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附加值产品方向优化。
（2）研发能力提升：公司坚持创新驱动，放眼长远和深度，布局了一批基础应用技术、前沿技术、
长板技术；对变频产品继续实施全系列升级，兼顾成本优化和低速性能，并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成套
解决方案；加快产学研合作，与浙江大学建立“浙江大学-加西贝拉电机与控制联合研发中心”，联合
开发前瞻性产品，吸引高端人才加盟公司。
（3）生产效率提升：公司全力以赴促进生产制造能力提升，实施精益生产，通过产线升级提升生
产效率，公司产量再创新高，生产效率不断攀升。
（4）物料供应保障：疫情期间，公司一方面凭借多年良好信誉和长期互利共赢关系获得合作伙伴
强力支持，另一方面在政府帮助和企业自身努力下，疏通供应链、物流链，最大程度保障了公司的正常
生产。
（5）团队能力建设：重视培育领军人物，更重视知识共享，培育创新团队。公司打破组织界限和
条条框框，组成不同项目团队，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制定人才梯队建设计划，加大各级人才培养力度，
为公司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产业配套升级项目完成率 99.42%，累计投入 12,874.43 万元（其中专项
资金 12,269.84 万元，自有资金 13.40 万元，设备终验收款及质保金 591.19 万元）；压缩机铸造项
目完成率 100.78%，累计投入 7,054.37 万元（其中专项资金 5,015.30 万元，设备终验收款及质保金
2,039.07 万元），以上两项合计 19,928.80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的产业配套升级项目及压缩机铸造项
目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符合结项要求。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总计 3,946.71
万元，其中产业配套升级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05.92 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应付设备款 591.19 万
元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压缩机铸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40.79 万元（包
含尚未支付的设备款 2,039.07 万元和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理财收益）。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拟
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946.71 万元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
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办理销户手续，注销相关募集资金账户，公
司就项目相关募集资金存储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后续支付项目尾款 2,630.26 万元时,
从公司自有资金账户支出。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2016 年配股募集资金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三）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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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公司持续良性健康发展，尽快达成“全球第一强”目标，充分调动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将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关注公司
的长远发展。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业绩激励方案》。当公司当年经营同时达到以下考核条件：1、
以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至考核年度净利润累计年复合增长率不低于（含）
12%；2、完成公司董事会关注的其他重要工作；3、负责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激励考核年度
财务报告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时，公司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0%提取激励基
金（且提取激励基金后的净利润仍不低于激励考核目标）。当年计提激励基金总金额的 90%用于分配激
励对象，10%留存作为吸引外部优秀人才及对公司做出特殊贡献奖励的资金来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其职责分工及兼任子公司职务，参与公司及子公司业绩激励分享，具体个人年度业绩激励由董事会
依据个人绩效、价值贡献确定。公司下属子公司及模拟核算单元可参照上述方式制定其单位的业绩激励
方案。
激励对象承诺在收到十四五业绩激励基金的 3 个月内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股票购买金额
由分享的税后激励基金与部分年度基本薪酬（指除激励基金外，且缴纳相应个人所得税及五险一金后的
年度基本薪酬总额）构成。激励对象个人匹配年度基本薪酬比例：董事及高管匹配的年度基本薪酬比例
不低于 30%、中层干部匹配的年度基本薪酬比例不低于 20%、骨干员工匹配的年度基本薪酬比例不低于
10%，且个人匹配出资额不高于所获激励金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激励对象自当次增持完
成之日起计，三年内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股票，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激励对象承
诺其当年购买的公司股票在一年内，不能通过任何方式减持股票，满一年可减持其持有部分的 50%，满
两年可减持剩余的 50%（即该期激励购买的剩余全部股票）。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业绩激励
方案》。
2021 年度公司已按照业绩激励方案计提激励基金 1,850.00 万元，将在近期完成本年度业绩激励实
施方案。
（四）关于调整长虹格兰博公司对赌补充方案相关事项
为促进长虹格兰博的持续健康发展，妥善处理业绩对赌补偿问题，维护公司及股东长远利益，公司
于 202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及 2021 年 5 月 13 日召开 2020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绩对赌补偿方案的议案》，同意对格兰博
对赌补偿方案进行适当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对赌补偿方案，公司分别与长虹格兰博原股东任颂柳及原股东深圳前海睿石成长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深圳前海睿石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睿石”）签署
《股份回购协议》，与陈振兵、深圳格兰博科技有限公司、郴州博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任颂柳、蔡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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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陆许辉、崔龙竹、田青、杭青、黄森芬、深圳市问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前海睿石（以下合称“格
兰博 12 位股东”）签署《长虹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之对赌补偿补充协议》。截至目前，
上述协议约定事项进展及完成情况如下：
（1）长虹格兰博原股东任颂柳、前海睿石向公司支付了格兰博 1,775 万股股份的回购款
8,522.22 万元，并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在湖南省股权登记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完成了相关股份转让的过
户手续。回购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格兰博股份比例由 68.42%变更为 55.75%。
（2）长虹格兰博履行了减资的法定程序，决定各股东方同比例减资 1.8 亿元（具体是通过长虹
格兰博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后再实施同比例减资，减资后不改变长虹格兰博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并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完成该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3）长虹格兰博应向本公司支付减资款，以及直接将长虹格兰博 12 位股东按股权比例所享有的权
益额扣除相关税费后全部支付给公司，作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未完成承诺业绩的部分补偿，相关款项共
计 177,099,523.43 元（该金额与此前测算的 17,769 万元略有差异，是因税务部门最终核定的实缴税款
略有差异所致）。长虹格兰博根据其资金安排情况，分三次将相关款项支付给公司，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收到 1 亿元、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 0.5 亿元、2022 年 1 月 25 日收到 2,709.95 万元。

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秀彪
2022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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