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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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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龙兴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万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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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111,947,676.80 7,821,231,622.82 3.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20,893,372.42 2,810,158,471.09 0.3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95,826,090.03 15.61% 2,276,459,140.87 15.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57,585.02 -80.66% 9,718,299.57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08,676.45 -- -66,396,390.13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9,187,638.1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80.71% 0.0140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7 -80.71% 0.014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2% -- 0.35%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688,018.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492,692.47  

债务重组损益 6,079,209.0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51,475,687.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72,758.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18,641.9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642,370.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93,911.43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4 

合计 76,114,689.7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8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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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5.94% 110,499,048 110,499,048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9% 101,196,55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8% 28,275,69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 14,127,27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0.74% 5,100,000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49% 3,406,300    

顾鹤富 境内自然人 0.45% 3,133,877    

朱华德 境内自然人 0.35% 2,406,560    

张治中 境内自然人 0.31% 2,120,000    

陆燚 境内自然人 0.30% 2,109,862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01,196,554 人民币普通股 101,196,55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8,275,690 人民币普通股 28,275,69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127,275 人民币普通股 14,127,27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5,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00 

王京先 3,40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6,300 

顾鹤富 3,133,877 人民币普通股 3,133,877 

朱华德 2,406,560 人民币普通股 2,406,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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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陆燚 2,109,862 人民币普通股 2,109,862 

李晋 2,0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联关系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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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76,683,665.75  901,442,790.41  275,240,875.34  30.53% 主要为本期公司收回信托投资款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7,434,700.00  3,567,660.00  23,867,040.00  668.98%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购买证券市场股票所致。 

预付款项 182,819,744.02  129,329,574.06  53,490,169.96  41.36% 主要为公司预付采购款增加影响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63,918,640.94  597,117,919.85  -233,199,278.91  -39.05% 主要是本期公司购买的三年期信托产品提前终止，收回信托投资款影响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8,905,204.59  5,191,165.49  3,714,039.10  71.55%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公司新增股权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4,607,346.35  32,113,620.80  12,493,725.55  38.90% 主要为本期公司预付的设备款增加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858,099.71  61,864,415.87  -56,006,316.16  -90.53% 主要为本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影响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6,247,100.87 74,926,436.18 101,320,664.69  135.23%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公司暂收款增加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55,031.26 1,486,404.54 568,626.72  38.26%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信托产品市场价值上升影

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2,144,870.68 8,346,711.92  23,798,158.76 285.12% 
主要为本期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期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资

源税等从管理费用转入税金及附加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56,889,040.59 40,128,457.15 16,760,583.44 41.77% 主要是本期贷款利息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96,673.17 -2,334,483.76 4,531,156.93 -- 
主要为本期控股子公司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值上升

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30,590,451.42 -- 30,590,451.42   
主要是《企业会计准则》中政府补助准则有新规定，将和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其他收益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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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6,485,219.72 69,026,524.76 -52,541,305.04 -76.12% 
主要是《企业会计准则》中政府补助准则有新规定，将和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计

入其他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72,028.87 1,704,746.81 867,282.06 50.87% 主要为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177,930.31 7,729,470.57 6,448,459.74 83.43%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 1-9 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9,187,638.16 -62,417,923.84 43,230,285.68 -- 主要为本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22,324,463.31 -582,790,006.60  705,114,469.91 -- 主要为本期收回信托产品本金及融资租赁设备款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79,143,396.03 857,014,395.62 -677,870,999.59 -79.10% 主要为本期取得借款同比减少，偿还债务支出的现金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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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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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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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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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会计计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报告期损益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票 603993 洛阳钼业 4,031,134.07 公允价值计量 0.00 -111,134.07 -111,134.07 8,903,288.00 9,013,630.00 110,342.00 3,920,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799 华友钴业 2,674,807.56 公允价值计量 0.00 69,292.44 69,292.44 11,845,886.00 12,053,587.96 207,701.96 2,744,1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192 融捷股份 2,565,452.13 公允价值计量 0.00 40,347.87 40,347.87 5,224,134.00 5,273,463.00 49,329.00 2,605,8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1600 中国铝业 1,438,369.49 公允价值计量 0.00 179,630.51 179,630.51 1,437,191.00 1,618,000.00 180,809.00 1,618,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300227 光韵达 1,415,870.19 公允价值计量 0.00 -5,370.19 -5,370.19 3,579,487.76 3,801,847.47 222,359.71 1,410,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576 通达动力 1,093,265.52 公允价值计量 0.00 139,734.48 139,734.48 1,296,440.00 1,437,579.00 141,139.00 1,233,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460 赣锋锂业 -29,108.22 公允价值计量 0.00 902,108.22 902,108.22 5,405,213.24 6,391,002.93 985,789.69 873,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466 天齐锂业 194,844.81 公允价值计量 0.00 508,055.19 508,055.19 6,305,341.03 6,740,327.80 434,986.77 702,9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0807 云铝股份 33,739.73 公允价值计量 0.00 659,760.27 659,760.27 4,585,410.00 5,257,053.00 671,643.00 693,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300203 聚光科技 668,734.56 公允价值计量 0.00 -3,134.56 -3,134.56 668,200.00 665,600.00 -2,600.00 665,6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10,912,233.29 --  -182,616.99 56,066.71 927,900.00 2,026,019.29 1,098,119.29 10,968,300.00 -- -- 

合计 24,999,343.13 -- 0.00 2,196,673.17 2,435,356.87 50,178,491.03 54,278,110.45 4,099,619.42 27,434,7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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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6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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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1、三季度精准扶贫概要 

根据宝鸡市政府安排，秦川集团《美丽乡村》建设包抓帮扶村为扶风县杏林镇涝池岸村，全村人口2584人，农户610户，

8个村民小组，2017年按照《美丽乡村》国家标准正在拓宽村中主要干道、修建花坛、改造电网、兴建村委会及便民服务中

心。陈仓区拓石镇李家湾村、桥子坪村是集团公司2005年起帮扶村，李家湾村目前有500多人口，桥子坪有800多人口，俩村

平均海拔1100米-1600米，地处高山地带，交通不便，经各级政府及集团公司的帮扶，李家湾村基本上已搬迁至拓石老车站

北侧，桥子坪村的搬迁楼房已近竣工，年底前可实现陆续搬迁，村中的村委会、幸福院等正在建设当中。根据省委、省国资

委等脱贫攻坚工作会议精神及要求以及集团公司扶贫工作会议的专项安排，扶贫工作小组相关人员先后对扶风县杏林镇涝池

岸村，及陈仓区原西山扶贫村：拓石镇李家湾村、乔子坪村进行了实地走访，公司将择时给予帮扶、慰问。 

秦川集团子公司汉江机床帮扶村佛坪县西岔河镇耖家庄村，是陕西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致贫原因主要是地理位置偏

僻、山区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村民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等。2017年耖家庄村由佛坪县扶贫办牵头，省委

网信办、农业银行汉中分行、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佛坪县农管局、佛坪公路管理段、汉运司佛坪客运公司等省市县三级

7家单位共同驻村包扶。（1）5月份主要与村两委对全村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上报审批后建档立卡；（2）制作多幅扶贫攻

坚宣传栏，协助村成立村产业合作社；（3）汉江机床公司领导多次前往贫困户家探望慰问；（4）汉江机床公司愿意安置就

业2人；（5）由汉江机床公司助资的磨石沟二组路毁堰渠正在修建中。 

 

2、上市公司三季度精准扶贫工作情况 

指标 计量单位 数量/开展情况 

一、总体情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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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1.资金 万元 5.7 

    3.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3 

二、分项投入 —— —— 

 1.产业发展脱贫 —— —— 

     1.3 产业发展脱贫项目投入金额 万元 5 

     1.4 帮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数 人 3 

 2.转移就业脱贫 —— —— 

 3.易地搬迁脱贫 —— —— 

 4.教育脱贫 —— —— 

 5.健康扶贫 —— —— 

 6.生态保护扶贫 —— —— 

 7.兜底保障 —— —— 

 8.社会扶贫 —— —— 

 9.其他项目 —— —— 

三、所获奖项（内容、级别） —— —— 

3、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向宝鸡市政府美丽乡村建设包抓帮扶的扶风县杏林镇涝池岸村给予适当的帮扶补助金，以解决尚未完成的基本基础设施

建设。对陈仓区拓石镇李家湾村、桥子坪村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帮扶、慰问。 

秦川集团子公司汉江机床将继续在镇村党委领导下，扎实全面推进扶贫攻坚工作，坚持队员驻村；再行择时注入一定资

金，扶持村产业正常发展；对所承担的对口帮扶户采取确实措施，力争年底脱贫。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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