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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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180,991.01 8,700,779,087.39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03,730,569.86 2,825,894,604.69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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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740,555.64 13.93% 2,444,120,747.53 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487,570.29 -- -21,586,628.8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932,338.73 -- -46,192,756.38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3,194,373.8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68 -- -0.0311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68 -- -0.031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1% -- -0.77% -- 

注：本报告期或上年同期数为负值时不计算同比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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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6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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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06,655.54  

债务重组损益 5,400,3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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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5,989.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11,782.53  

公益性捐赠 -337,520.8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84,773.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1,383.10  

合计 24,606,12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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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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6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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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鹤富 境内自然人 0.67% 4,615,877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58% 4,010,5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31% 2,120,000    

陆燚 境内自然人 0.30% 2,109,062    

朱华德 境内自然人 0.22% 1,492,560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4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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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鹤富 4,615,877 人民币普通股 4,615,877 

王京先 4,0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0,50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陆燚 2,109,062 人民币普通股 2,10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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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德 1,492,560 人民币普通股 1,492,560 

杨勇 1,4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9,500 

孙学兰 1,2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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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报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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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957,308.84    1,468,691,246.79   -596,733,937.95  -40.63%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业务增加，相应资金支付增加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321,856,847.68      219,817,905.36    102,038,942.32  46.42%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一年以内

到期的融资租赁款增加影响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04,173,306.39       497,041,676.34    407,131,630.05  81.91% 

主要为①本期子公司深圳秦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收保

理业务增加；②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收

回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款项影响所致。 

长期应收款 607,403,953.97 173,246,014.01   434,157,939.96  250.60%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

业务增加影响所致。 

应付债券 153,000,000.00     153,000,000.00  100.00%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行 2018

年第一期租赁资产证券化支持专项计划所致。 

预计负债 5,683,794.10       5,683,794.10  100.00%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宝鸡

忠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预计诉讼损失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266,967.56 22,525,234.07    26,741,733.49  118.72% 
主要是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长期借款 1,216,341,500.00 857,734,378.74   358,607,121.26  41.81% 
主要是公司本部及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一

年以上的银行借款增加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490,089.89 -260,473.08   -1,229,616.81  -- 主要为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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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下降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6,346,950.48 1,899,519.36 14,447,431.12 760.58% 主要为本期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24,538.02 2,196,673.17 -1,572,135.15 -71.57% 
主要为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

产市值下降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15,291,579.26 52,236,127.28 -36,944,548.02 -70.73% 

主要为本期分期计提信托产品投资收益同比减少及子公

司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处

置收益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17,291,655.54 30,590,451.42 -13,298,795.88 -43.47% 主要是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678,962.90 16,264,935.46 -6,585,972.56 -40.49% 

主要是①子公司债务重组收益同比减少；②根据会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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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5,607.47 2,572,028.87 6,443,578.60 250.53%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宝鸡

忠诚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预计诉讼损失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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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4,373.84 -19,187,638.16 -4,006,735.68 -- 
主要为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回款中应收票据占比较大,采

购商品中支付的款项增加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818,763,211.93      122,324,463.31  -941,087,675.24 -- 
主要为本期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及深圳秦

川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赁业务投放款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5,552,589.14 179,143,396.03 -23,590,806.89 -13.17% 
主要为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及收到子公司

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行债券的现金影响所致。 

注：本报告期或上年同期数为负值时不计算同比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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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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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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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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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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336 宏辉果蔬 1,220,265.52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259,785.52 -259,785.52 4,160,237.50 2,945,683.00 254,074.50 960,48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1318 中国平安 779,153.92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42,846.08 42,846.08 1,851,763.00 1,076,481.03 -46,718.03 822,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036 招商银行 725,921.14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41,328.86 41,328.86 2,418,150.00 1,703,653.54 -52,753.54 767,25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588 用友网络 688,217.16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7,282.84 7,282.84 1,522,576.00 842,612.00 -15,536.00 695,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300618 寒锐钴业 652,921.52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5,271.52 -15,271.52 1,283,680.00 612,674.00 33,356.00 637,65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268 卫士通 464,074.2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0,674.28 -10,674.28 997,796.00 505,122.00 39,274.00 453,4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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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股票 600536 中国软件 427,915.14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9,334.86 9,334.86 427,650.00  -9,600.00 437,25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650 彤程新材 491,752.0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7,032.08 -57,032.08 1,425,473.00 930,631.00 60,122.00 434,72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618 丹邦科技 342,005.08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6,005.08 -16,005.08 341,800.00  15,800.00 326,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0063 中兴通讯 279,617.67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5,117.67 -5,117.67 880,500.00 624,651.00 -18,651.00 274,5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849,854.66 -- 25,144,963.55 887,631.53 69,410.85 1,342,124.00 12,380,671.34 -4,405,203.79 18,511,620.00   

合计 6,921,698.17 -- 25,144,963.55 624,538.02 -193,682.66 16,651,749.50 21,622,178.91 -4,145,835.86 24,320,370.00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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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7,000 3,200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0 19,690 0 

其他类 自有资金 0 3,252.32 0 

合计 7,000 26,142.32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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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受托机构

名称（或

受托人姓

名） 

受托机构

（或受托

人）类型 

产品类型 金额 资金来源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资金投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年

化收益

率 

预期收

益（如有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报告期

损益实

际收回

情况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未来是

否还有

委托理

财计划 

事项概述

及相关查

询索引

（如有） 

长安国际 信托公司 信托 14,160 自有资金 
2017 年 07 月

21 日 

2019 年 09 月

20 日 
信托项目 

合同

约定 
10.00% 2,400 946 

合同约

定年末

收回 

 是 是 无 

长安国际 信托公司 信托 8,080 自有资金 
2017 年 09 月

15 日 

2019 年 09 月

14 日 
信托项目 

合同

约定 
10.00% 1,300 541 

合同约

定年末

收回 

 是 是 无 

长安国际 信托公司 信托 3,730 自有资金 
2018 年 02 月

07 日 

2019 年 08 月

20 日 
信托项目 

合同

约定 
10.00% 323 212 

合同约

定年末

收回 

 是 是 无 

西安方元 基金公司 私募 7,500 自有资金 
2017 年 09 月

15 日 

2020 年 09 月

14 日 
股权投资    -22.63   是 是 无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信托有限

公司 

深国投.朱

雀合伙专项

证券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700 自有资金 
2017 年 01 月

13 日 

长期信托，不

限定存续期

限 

投资在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 

按市

值确

定 

5.00% 11% 0 0  是 是 无 

上海健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 

健顺云 5 号

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500 自有资金 
2017 年 08 月

14 日 

2018 年 08 月

14 日 

投资在上海、深圳

证券交易所或中

国金融期货交易

所 

按市

值确

定 

5.00% 6% 35 0  是 是 无 

合计 35,670 -- -- -- -- -- -- 4,023 1,711.37 --  -- -- --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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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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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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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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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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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兴元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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