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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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杨宏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白海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程欣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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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4,051,630.08 10,360,813,240.63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37,557,476.18 3,798,406,432.3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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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848,484.13 70,565,984.17 -28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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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157,935.32 545,451,503.24 -1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1,131,372.94 21,905,886.61 -379.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548,958.69 20,556,021.30 -39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2 0.65 减少 2.2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8 0.0265 -37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8 0.0265 -37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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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69,326.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16,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80,250.14  

所得税影响额 -148,837.54  

合计 -582,4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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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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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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906,748 21.25 0 无 0 国有法人 

柴昭一 83,356,000 10.07 41,678,000 质押 36,431,200 境内自然人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7.96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123,363 2.07 0 质押 17,123,363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1,525,660 1.39 0 无 0 未知 

李琼飞 10,975,540 1.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志荣 8,703,419 1.05 0 质押 8,703,419 境内自然人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385,000 1.01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1,265 0.92 0 无 0 未知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东风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301,700 0.8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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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5,906,748 人民币普通股 175,906,748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913,434 人民币普通股 65,913,434 

柴昭一 41,6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78,000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123,363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363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1,525,66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5,660 

李琼飞 10,975,540 人民币普通股 10,975,540 

王志荣 8,703,419 人民币普通股 8,703,419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3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8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革动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91,265 人民币普通股 7,591,265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迎水东风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3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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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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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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应收款项融资 2,646,388.00 9,831,316.67 -73.08 

  合同资产 56,711,366.86   不适用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7,762,449.61 91,898,023.64 -37.15 

  在建工程 21,834,186.49 15,477,084.54 41.07 

  预收款项   20,138,619.36 -100.00 

  合同负债 27,470,852.09   不适用 

  应付职工薪酬 47,499,298.20 75,668,056.20 -37.23 

  其他应付款 364,138,983.23 239,176,930.21 52.25 

  长期借款 640,000,000.00 387,000,000.00 65.37 

原因分析：1、应收款项融资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致；2、

合同资产的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的减少，主

要系公司本期1年内到期的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4、在建工程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基

地建设投资所致；5、预收款项的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6、合同负债的变

动，主要系公司本期执行新收入准则所致；7、应付职工薪酬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了2019

年的工资所致；8、其他应付款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关联方往来款增加所致；9、长期借款的

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长期融资增加所致。 

（2）利润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销售费用 4,787,801.02 7,824,800.36 -38.81 

财务费用 54,573,055.91 38,946,113.39 40.12 

其他收益 1,561,575.19 503,012.01 210.44 

信用减值损失 -4,098,006.69 -2,993,097.23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367,599.70 -510.68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910,363.22 106,496.99 7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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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析：1、销售费用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招待费、差旅费、运输费等的减少所致；2、

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融资租赁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及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3、

其他收益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取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4、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动，主要系

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增加所致；5、资产处置收益的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罚款、违约金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科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幅（%）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1,491,241.00 75,670,652.84 113.4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1,296,439.02 361,710,609.69 49.6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0,939,015.72 82,444,756.68 34.5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233,920.10 14,510,629.89 135.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848,484.13 70,565,984.17 -284.0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149,351,561.62 80,131,563.52 86.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300,175.62 -80,076,563.52 不适用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38,850,000.00 293,300,000.00 117.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3,045,535.87 -53,589,918.23 不适用 

原因分析：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往来款增加所致；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对外支付增加所致；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各类工资、奖金、社保增加

所致；4、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的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税增加所致；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经营流入小于经营流出所致；6、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固定资产采购增加所致；7、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通过银行融资增加所致；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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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

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在内的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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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10名的特定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65,558,692 股（含 165,558,692 股），

其中建机集团承诺认购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20%（含20%），若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上限将进行相应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量）。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后，由公司董事会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发行费用）不超过150,574.80万元，募集的资

金主要用于投资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2020年1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284 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 165,558,692 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

起6个月内有效。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上述核准公告详情参见公司2020年1月4日发布的《公司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2020-006）。 

截至2020年4月14日，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特定认购对象（共10名）定向配售认购资金已

全部到位，具体情况如下：本次认购的价格为10.82元/股，发行对象以货币资金认购股票数量合

计为139,163,401股，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05,747,998.82元,扣除本次股票发行费用（不含

税）47,953,558.03元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净额为1,457,794,440.80元（其中股

本139,163,401.00元，资本公积1,318,631,039.80元）。上述资金已全部存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所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2020年4月15日，希格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资金到位情况验证报告》（希会验字（2020）0016号）和《陕西建设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希会验字（2020）0017号）。详情参见公司2020年4月25日发布的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2020-031）。 

2、报告期内，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新成立两家子公司：①2020年3月17日投资

设立了甘肃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②2020年4月20日投资设立了深圳庞源

工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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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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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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日期 2020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