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19-27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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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5,712,303.73 713,317,559.98 2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5,161.78 4,218,782.77 4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181,755.47 -9,840,226.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549,680.33 -138,768,04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061 44.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8 0.0061 44.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0.15%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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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347,649.04 9,055,794,529.23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7,016,416.03 2,554,114,325.95 0.11% 

注：本报告中，出现本报告期数据或上年同期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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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7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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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762.79  

债务重组损益 3,199,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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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12,567,105.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6,935.85  

公益性捐赠 -695,245.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48,2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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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59,131.24  

合计 15,286,91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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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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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50% 3,452,590    

顾鹤富 境内自然人 0.41% 2,838,338    

张治中 境内自然人 0.31% 2,120,000    

陆燚 境内自然人 0.30% 2,109,062    

林汉生 境内自然人 0.17% 1,170,100    

赵志毅 境内自然人 0.15% 1,01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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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先 3,452,590 人民币普通股 3,452,590 

顾鹤富 2,838,338 人民币普通股 2,838,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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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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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汉生 1,17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100 

赵志毅 1,0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200 

简锡超 833,640 人民币普通股 83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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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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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43,485,709.15       43,485,709.15    主要是本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8,300,260.00    -18,300,260.00    主要是本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41,669,001.29    396,074,714.46    145,594,286.83  36.76% 
主要为本期公司总部持有的长安信托产品即将在一年

内到期影响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5,249,258.21   -265,249,258.21    主要是本年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所致。 

应交税费   50,262,499.01     30,823,603.52     19,438,895.49  63.06%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5,871,704.50     -5,871,704.50    
主要是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诉讼案件败

诉，已赔付相关款项 587 万元。 

其他应付款  197,360,754.38    120,079,816.65     77,280,937.73  64.36% 主要是子公司宝鸡机床及总部暂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35,505.48       -350,404.20     -1,585,101.28    
主要是本期汇率变化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化影响

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2,860,680.89      6,792,647.47      6,068,033.42  89.33% 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相应各种税费及附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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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所致。 

研发费用   17,185,871.06     11,847,280.02      5,338,591.04  45.06%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8,485.68         48,436.96        -96,922.64    
主要为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清算，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5,448,198.80      1,748,948.43      5,003,920.11  286.11% 
主要为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市值上升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1,584,516.06        969,762.20        614,753.86  63.39% 
主要为本期公益扶贫捐赠款和资产处置损失增加影响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    2018 年 1-3 月   增减变动金额  增减变动(%) 增减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生产的现金流量

净额 
 -62,549,680.33   -138,768,045.80     76,218,365.47    

主要为本期销售商品及收到的政府拨款比去年同期增

加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679,869.50   -488,324,486.68    494,004,356.18    

主要为子公司秦川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深圳秦川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收回融资租赁款和商业保理款同比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0,234,868.36    141,803,052.85      8,431,815.51  5.95% 主要为本期银行借款同比增加影响所致。 

注：本报告期或上年同期数为负值时不计算同比增减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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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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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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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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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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私募基金 朱雀合伙 17,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7,835,765.16 3,933,724.77 4,769,489.93   3,933,724.77 21,769,489.93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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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外股票 002157 正邦科技 6,495,105.69 
公允价

值计量 
 1,649,894.31 1,649,894.31 11,170,473.00 4,689,573.00 1,664,100.00 8,145,00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191 劲嘉股份 2,587,184.38 
公允价

值计量 
 -20,213.38 -20,213.38 2,585,633.00 0.00 -18,662.00 2,566,971.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基金 私募基金 致远优选 2,000,000.00 
公允价

值计量 
1,984,015.99 -9,990.01 -25,974.02   -9,990.01 1,974,025.98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370 亚太药业 1,439,826.23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229,173.77 229,173.77 3,090,326.00 1,655,002.00 233,676.00 1,669,00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0018 上港集团 1,457,972.65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3,972.65 -3,972.65 2,156,500.00 701,000.00 -1,500.00 1,454,00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0503 国新健康 1,271,262.30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126,237.70 126,237.70 1,270,500.00 0.00 127,000.00 1,397,50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300134 大富科技 1,376,622.91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93,972.91 -93,972.91 1,612,305.00 237,850.00 -91,805.00 1,282,65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603456 九洲药业 1,221,154.65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64,665.65 -64,665.65 1,220,398.00 0.00 -63,909.00 1,156,489.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境内外股票 002405 四维图新 1,393,495.73 
公允价

值计量 
0.00 -259,495.73 -259,495.73 2,472,000.00 1,081,718.26 -256,281.74 1,134,000.00 

交易性金融

资产 
自有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9,437,941.26 -- 18,300,260.00 -38,521.42 -67,426.26 9,501,917.00 4,397,990.00 2,553,252.85 9,370,515.00 -- -- 

合计 45,680,565.80 -- 38,120,041.15 5,448,198.80 6,239,075.11 35,080,052.00 12,763,133.26 8,069,605.87 51,919,640.91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2018 年 1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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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龙兴元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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