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会后事项说明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重”、“公司”或“发行人”）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已于 2017 年 8 月 2 日经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

简称“发审会”）审核通过，相关申请文件业已完成了封卷程序。根据贵会《关于

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2002]15 号）以及《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

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的规定和要求，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

机构，对公司自过会后的相关会后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及核查，现就会后事项核

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业绩变化情况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8,631.57万元，同比增加165.00%；

实现净利润1,216.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0,866.79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1,960.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9,807.88万元；实现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95.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6,457.65万元。总体而言，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业绩同比有较大幅度改善，但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为亏损。 

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与2016年同期相比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营业收入 398,631.57 150,425.04 248,206.53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6 月 变动金额 

营业成本 330,886.36 143,125.62 187,760.74  

销售费用  6,125.12   4,717.69  1,407.43  

管理费用  29,879.25   39,546.65  -9,667.40  

财务费用  31,423.68   32,541.06  -1,117.38  

资产减值损失 -5,102.78 -1,655.64 -3,447.14  

营业利润 -1,911.82 -68,274.60 66,362.78  

营业外收入 5,746.89 739.18 5,007.71  

营业外支出 624.94 291.85 333.09  

利润总额 3,210.14 -67,827.27 71,037.41  

所得税费用 1,993.92 1,823.30 170.62  

净利润 1,216.22 -69,650.57 70,866.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0.35 -67,847.53 69,80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95.25 -68,852.90 66,45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562.98  -171,325.70 270,888.68  

资产总额 3,305,996.48  3,636,747.91 -330,75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799.05  1,422,528.21 -499,729.16  

公司2017年上半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改善，主要原因如下： 

（1）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98,631.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248,206.53万元，同比增长165.00%，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提高，主要系

受2016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回暖影响，公司新签订单增加，部分订单于2017年上

半年实现收入确认，因此2017年上半年度营业收入同比有较大程度的增幅。 

（2）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4,355.60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3,350.23万元，同比增长170.90%。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

3,265.4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53.04万元，政府补助中，财政扶持款为

3,135.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97.57万元。非经常性损益增加主要系2017

年上半年度政府补助较同期大幅增加，政府补助增加系财政扶持款增加所致。 

（3）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仍小幅亏损，主要系公司固定性成本及费用难以摊薄。 



（二）发审会前是否已充分提示风险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5 日公告了 2017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对 2017 年半年

度主要财务指标和数据进行了披露和主要原因说明。 

保荐机构已在其出具的《尽职调查报告》 “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

事项调查”之“一、风险因素”中对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波动进行了充分风险

提示。主要内容如下： 

“（一）市场风险 

1、市场环境及竞争风险 

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着很多挑战

和风险： 

（1）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2）工业发达国

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对我国高端装备的未来发展构成激烈竞争，还将对已

经形成优势的产品造成市场空间挤压；（3）国内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改变，我国

经济正步入“新常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在积聚。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成

本持续上涨、内需不振等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制约因素。 

（二）经营风险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各种原料的价格、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发行人产品的价格、质量。随着发

行人客户要求的逐步提高，发行人正在推行生产流程精细控制及供应商质量管理

制度，但仍无法完全保证发行人以合适价格及时得到生产所需各种原料。 

从材料采购金额及类型来说，发行人主要的原材料有生铁、废钢、钢材与各

类合金等。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受到其各自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及市场短期投机因

素的影响，价格波动较大。这些材料的价格波动将导致发行人生产成本的波动，

进而影响发行人的盈利能力。 

（三）财务风险 



1、应收账款坏账风险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155,228.01 万元、

1,301,941.79 万元、1,006,221.32 万元和 1,056,389.70 万元，占同期流动资产

的比例为 39.56%、47.54%、50.05%和 51.40%，金额和比例较高，且占比呈上

升趋势，主要系近年来市场大环境低迷，发行人所服务的钢铁、火电、核电等重

要行业进入紧缩周期，部分企业付款能力下降，从而使得发行人应收账款总量增

加。虽然报告期内发行人采取多种措施催收欠款，如果由于客户经营状况变化导

致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困难，可能导致坏账增加，从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影

响。 

2、存货跌价风险 

2014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的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679,535.16 万元、

651,285.59 万元、344,013.82 万元和 330,505.61 万元，占同期流动资产的比例

为 23.27%、23.78%、17.11%和 16.08%，金额和比例均较大。发行人产品及项

目建设周期较长，且产品销售价格通过招投标确定后基本锁定，发行人盈利能力

受钢材、煤等原材料价格波动影响较大，存在因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发行人存货

跌价的风险。” 

（三）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业绩变化对未来持续经营情况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影响持续经营能力的重大不利变化，具体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 

2017 年上半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水平均同比保持增长。2017 年上

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8,631.57 万元，同比增加 165.00%；实现净利润

1,216.22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0,866.79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960.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9,807.88 万元。 

2、公司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公司作为国务院国资委控制下的中国重型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主要为国防军

工、电力能源、石油石化、钢铁、汽车、矿山、交通运输等行业提供重大成套技

术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自设立以来，公司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机械产品 360 余万吨，开发研制新

产品 400 多项，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 400 多项，设计制造的产品先后装

备了中国各大核电企业、钢铁企业、汽车企业、有色金属企业、煤炭生产基地等，

不仅带动了我国重型机械制造水平的整体提升，而且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和国

防建设，是国内核岛一回路装备制造的领导者，是当今世界加氢反应器装备制造、

大型铸锻件新材料制造和冶金全流程装备制造的领先者。 

2016 年下半年新签订单快速增加，2016 年末在手订单为 129 亿元，2017 年

1-6 月公司新增订货 60.7 亿元，回款 57.8 亿元，为实现公司 2017 年营收目标奠

定了坚实基础。公司所处重型装备制造行业市场环境总体较 2016 年已有改观，

核电、石化产品领域需求增长明显；冶金成套项目信息量较充足，实现 2017 年

收入有操作性较强的项目做支撑。2016 年确定的改革任务，在 2017 年为公司带

来改革红利。 

公司自身通过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闯出一条脱困振兴的新路子，有利于开创公司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截至目前，影响公司经营状况下滑的主要因素已基本消除，不会对公司以后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具备持续经营的能力。 

（四）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业绩变化对本次募投项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足发行人

因偿还一重集团委托贷款和往来款所形成的资金缺口。本次募集资金的运用将使

得公司符合财政部等相关文件对国拨资金使用的规定，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减少公司的财务费用，在困难时期提升市场信心。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

业绩变化情况不会对本次募投项目产生不利影响。 

（五）公司业绩变化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与发行人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序号 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 中国一重实际情况 

1 
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 

中国一重不存在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的情况 

3 
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

保且尚未解除 

中国一重及其附属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

提供担保的情况 

4 

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36 个月内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中国一重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 36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的情况 

5 

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

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中国一重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的情况 

6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保留意见、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已经消

除或者本次发行涉及重大重组的除外 

中国一重2016年度财务报表注册会计师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7 
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其他情形 

中国一重不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

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因此，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不构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性障

碍。 

（六）会后事项说明 

根据《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

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保荐机构进行了逐项

核查、并说明如下： 

1、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4、2015 年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5]13020022 号、瑞



华审字[2016]01470029 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17]021929 号）。 

2、公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所出具的专项说明和公司律师北京

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3、公司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4、公司的财务状况正常，报表项目无异常变化。 

2017年1-6月（未经审计）相较去年同期，2017年1-6月营业收入为398,631.57

万元，同比增加 248,206.53 万元，同比增长 165.00%；2017 年 1-6 月营业成本为

330,886.36 万元，同比增加 187,760.74 万元，同比增长 131.19%；2017 年 1-6 月

营业利润为-1,911.82 万元，同比增加 66,362.78 万元，同比增长 97.20%；2017

年 1-6 月利润总额为 3,210.14 万元，同比增加 71,037.41 万元；2017 年 1-6 月净

利润为 1,216.22 万元，同比增加 70,866.79 万元；2017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净利润为 1,960.35 万元，同比增加 69,807.88 万元；2017 年 1-6 月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95.25万元，同比增加66,457.65

万元，同比增长 96.52%。 

2017 年 1-6 月（未经审计）相较 2016 年 7-12 月（未经审计），2017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398,631.57 万元，环比增加 228,616.29 万元，环比增长 134.47%；

2017 年 1-6 月营业成本为 330,886.36 万元，环比增加 77,585.19 万元，环比增长

30.63%；2017 年 1-6 月营业利润为-1,911.82 万元，环比增加 491,922.10 万元，

环比增长 99.61%；2017 年 1-6 月利润总额为 3,210.14 万元，环比增加 490,093.47

万元；2017 年 1-6 月净利润为 1,216.22 万元，环比增加 510,567.38 万元；2017

年1-6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960.35万元，环比增加507,514.67万元；

2017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395.25

万元，环比增加 509,417.00 万元，环比增长 99.53%。 

5、公司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6、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7、公司的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稳定，没有出现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有重大

影响的人员变化。 

8、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非公

开发行材料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9、除下述事项外，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在会后

事项期间未受到有关部门的处罚，亦未发生更换情形。 

（1）2017 年 1 月 20 日，国泰君安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对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措施的

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7]13 号）。国泰君安因

在推荐河北润农节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瑞兆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入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及持续督导参仙源参业股份有限公司（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过程中，违反《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和《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相关规定，被中国证监会拟采取责令限期改正、

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并提交合规检查报告的行政监管措施，整改期限为正式决

定作出之日起一个月。上述事项不会影响本次发行，国泰君安负责本次发行业务

的保荐代表人洪华忠、张信与上述事项无关，未被行政处罚。 

（2）2017 年 7 月，本次发行签字律师孙涛因工作变动原因从北京市嘉源律

师事务所离职，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已经指派吴俊霞接替孙涛的工作。上述事

项不会影响本次发行。 

10、公司未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盈利预测。 

11、公司及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没有发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

纷，也不存在影响公司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12、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和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13、没有发生影响公司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14、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没有发生变化。 

15、公司主要财产、股权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16、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17、公司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18、公司不存在因媒体质疑报道以及相关质疑报道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产生实

质性影响的事项。 

公司自发审会审核通过（2017 年 8 月 2 日）至本说明出具之日，公司并无

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

发行字[2002]15 号）和《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

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中所述的可

能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

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