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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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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莫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亚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伟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831,850,577.11 8,410,737,494.63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35,445,767.53 2,959,761,433.72 -0.8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4,282,505.28 -93,714,438.9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51,171,969.06 1,526,556,401.87 -5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0,361,060.08 47,507,217.20 -14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0,424,204.97 47,386,319.83 -143.10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69 1.72 减少 2.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22 0.0518 -142.86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22 0.0518 -1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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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145.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70,142.47  

所得税影响额 -11,143.21  

合计 63,144.8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5,85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66,206,275 29.00 0 无 0 国有法人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25,906,524 24.61 165,542,600 无 0 国有法人 

刘纯权 67,118,071 7.31 53,694,457 无 0 
境内自然

人 

武汉中派克恒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107,835 1.65 12,086,268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武汉毕派克时代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107,835 1.65 12,086,268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 
12,520,326 1.36 0 无 0 国有法人 

武汉北派克伟业创业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2,318,068 1.34 9,669,015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京新盛天投资有

限公司 
10,877,641 1.1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8,161,652 0.89 0 无 0 国有法人 

俞明之 6,430,000 0.70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份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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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66,206,275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363,924 人民币普通股  

刘纯权 13,423,614 人民币普通股  

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2,520,326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京新盛天投资有限公司 10,877,641 人民币普通股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8,161,652 人民币普通股  

俞明之 6,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洪晖 4,265,630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中派克恒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21,567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毕派克时代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21,567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陕西延化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第二

大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刘纯权是武汉毕派克时代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武汉北派克伟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有限合伙人。除此之外，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4,284,532.65 13,963,906.16 73.91 
收款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增

加 

存货 232,509,983.72 2,085,186,564.21 -88.85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变

动至合同资产 

合同资产 1,700,526,118.01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由

存货变动至此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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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95,000,000.00 
 

100.00 通过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应付职工薪酬 130,905,367.22 193,816,883.90 -32.46 发放了职工上年度绩效工资  

预收款项 
 

192,879,867.79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变

动至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 174,170,453.18 
 

100.00 
执行新收入准则报表项目由

预收款项变动至此科目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51,171,969.06 1,526,556,401.87 -50.79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的

工程量减少 

营业成本 701,372,702.75 1,418,347,876.14 -50.55 
完成的工程量减少，成本投入

随之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19,076,533.39 6,139,852.46 -410.70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回收的

工程款减少 

净利润 -20,361,060.08 47,507,217.20 -142.86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施工进

度低于预期，完成的工程量减

少，且按规定计提的信用减值

损失较多，导致报告期出现亏

损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4,282,505.28 -93,714,438.98 -182.0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期回

款进度放缓，且完成的工程量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24,502.50 -14,286,372.97 33.33 本期购建的固定资产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000,000.00 -1,193,779.67 8,057.92 本期收到银行贷款资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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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陕西建工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陕

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建股份”）100%股份并吸收合并陕建股份，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重组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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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相关议案，

并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0年 2月 10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

证公函[2020]0183号）（以下简称“《审核意见函》”），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7号）。 

2020年 2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对《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及相关公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0号）。 

2020年 3月 20日，公司披露了本次重组的进展，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号）。 

2020年 4月 17日，公司披露了本次重组的进展，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号）。 

目前，公司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正在持续推进，相关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

相关工作完成后，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每月

发布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陕西延长石油化建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莫勇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