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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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4,821,148.09 15,138,574,508.28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80,698,254.83 5,813,846,758.43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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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15,324.75 -129,848,4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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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041,884.21 461,157,935.32 9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839,038.75 -61,131,372.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4,546,903.88 -60,548,958.6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3 -1.62 增加 2.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73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073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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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66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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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987.8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5,898.78 

所得税影响额 -224,082.74 

合计 1,292,1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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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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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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9,361,158 27.86 66,223,477 无 0 国有法人 

柴昭一 83,558,400 8.64 41,678,000 质押 49,172,300 境内自然人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682,501 4.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7,000,000 3.83 0 无 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慎知

资产行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17,769 1.50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77,905 1.23 0 无 0 未知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慎

知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887,774 1.13 0 无 0 未知 

付卫平 10,287,051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 沪 
10,223,999 1.06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

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918,783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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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3,137,681 人民币普通股 203,137,681 

柴昭一 41,8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80,400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8,682,501 人民币普通股 38,682,50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天惠精选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慎知

资产行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517,769 人民币普通股 14,517,76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77,905 人民币普通股 11,877,905 

上海慎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慎知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887,774 人民币普通股 10,887,774 

付卫平 10,287,051 人民币普通股 10,287,051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 沪 
10,223,999 人民币普通股 10,223,99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

沪港深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918,783 人民币普通股 8,918,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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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 459,523,143.25 333,220,983.57 37.90 

固定资产 4,121,435,156.49 6,288,015,652.88 -34.46 

使用权资产 2,454,109,947.12 0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639,550,944.54 1,589,744,665.05 -59.77 

租赁负债 1,492,138,615.27 0  不适用 

递延收益 1,927,910.00  994,810.00 93.80 

其他综合收益 184,159.37 618,291.27 -70.21 

原因分析：1、存货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库存产成品增加所致；2、固定资产、使用权资

产、长期应付款、租赁负债的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执行新租赁准则实施重分类所致；3、递延收

益的增加，主要系子公司苏州庞源新增在建基础设施补贴款所致；4、其他综合收益的减少，主要

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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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896,041,884.21 461,157,935.32 94.30 

营业成本 621,792,952.53 374,601,850.54 65.99 

税金及附加 3,004,238.12 2,021,350.34 48.63 

管理费用  79,935,696.66 45,751,396.29 74.72 

财务费用 76,188,890.83 54,573,055.91 39.61 

利息费用 46,681,285.08 21,259,354.16 119.58 

利息收入 5,670,979.00 1,423,739.42 298.32 

其他收益 1,018,987.87 1,561,575.19 -34.75 

信用减值损失 -406,856.72 -4,098,006.69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131,890.69 0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244,233.35 -367,599.7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1,438,778.99  543,386.16 164.78 

所得税费用 20,639,584.09 11,752,037.28 75.63 

原因分析：1、营业收入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租赁塔机数量增加所致；2、营业成本和税

金及附加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成本增加所致；3、管理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本期薪酬、租赁费等增加所致；4、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5、利

息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增加所致；6、利息收入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存款增

加所致；7、其他收益的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高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8、信用减值损失的变动，

主要系公司本期信用减值损失计提减少所致；9、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计提增加所致；10、资产处置收益的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处置设备减少所致；11、营

业外收入的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保险理赔款增加所致；12、所得税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

司本期利润增加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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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10,398,837.29 455,527,947.31 99.86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996,440.74 0 不适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8,590,421.06 161,491,241.00 -63.7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51,603,122.74 541,296,439.02 38.85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47,602,612.92 110,939,015.72 33.05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8,304,726.98  60,398,297.60 79.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15,324.75 -129,848,484.13 不适用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  
1,062,381.00 51,386.00 1967.4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31,271,915.92 149,351,561.62 255.7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0,209,534.92 -149,300,175.62 不适用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000,000.00 50,000,000.00 -78.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68,116,000.00 271,000,000.00 -37.9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 
42,760,930.13 21,148,759.70 102.19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9,312,401.92 173,655,704.43 -31.2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214,551.95 223,045,535.87 87.50 

原因分析：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入增加导致收款增加

所致；2、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系增值税进项税返还所致；3、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往来款收款减少所致；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主

要系上年度劳务费在本期支付所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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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付的其他与经营各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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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往来支出增加所致；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收款较同期增加

所致；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系子公司上海颐

东和四川庞源报废设备处置款增加所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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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公司本期募资项目采购塔机支出增加所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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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收到

其它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公司售后回租收款减少所致；12、偿还债务所支付

的现金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13、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

现金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借款增加导致支付的利息增加所致；14、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相关

的现金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票据保证金同比减少所致；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变动，主要系公司本期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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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年 4月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情况如下：认购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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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资金全部存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同时希格码会计师事务所已出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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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821,521,941.98 元,其中本年度投入

65,040,000.00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05,747,998.82 

减：保荐费和承销费 46,855,195.97 

减：其他发行费用 1,098,362.04 

募集资金净额 1,457,794,440.81 

减：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821,521,941.98 

加：利息收入 12,016,907.62 

减：手续费 4,665.40 

期末募集资金结余 648,284,741.05 

（2）2020年 9月 28日，经公司 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通过公开和

非公开的方式发行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各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含 20亿元），发行对象为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专业投资者，债券期限不超过 5年（含 5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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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发行规模、对象、期限、利率、赎回条款等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经

营层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详情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所披露的公

告（2020-109、2020-117、2020-118）。 

2021年3月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1〕539号），载明公司由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承销，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

海证券交易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

内有效。（公告编号：202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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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盈利。主要原因是：相较去年同期，公司 2021

年度设备出租率有明显提升，随着子公司庞源租赁经营规模的持续扩大，将会使公司建筑及施工

机械租赁收入较上年同期实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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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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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