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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19-18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秦川机床 股票代码 0008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付林兴 夏杰莉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 

传真 0917-3390957 0917-3390957 

电话 0917-3670654 0917-3670654 

电子信箱 fulx@qinchuan.com zhengquan@qinchuan.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基本情况：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简称“秦川机床”，股票代码：000837）拥有宝鸡机床、汉江机床、汉江工具、关中工具、

秦川格兰德、美国拉削系统公司等多家子公司。公司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规模位列前三。是中国精密数控机床

与复杂工具研发制造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试点企业，建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美国研发机构及3个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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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大奖项目表彰奖”一项等荣誉。 

（2）主要产品： 

齿轮磨床、螺纹磨床、外圆磨床（曲轴磨、球面磨、车轴磨）、滚齿机、车齿机、通用数控车床及加工中心、龙门式车

铣镗磨复合加工中心、精密高效拉床等高端数控装备、塑料机械（中空机）；数控复杂刀具；高档数控系统、滚动功能部件、

汽车零部件、特种齿轮箱、机器人关节减速器、螺杆转子副、精密齿轮、精密仪器仪表、精密铸件等零部件产品；数字化车

间和系统集成、机床再制造及工厂服务、供应链管理及融资租赁等现代制造服务业务。 

（3）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前端的工艺规划和设计咨询为先导，以中端满足用户个性

化需求为路径，以后端工厂服务（包括分包用户的设备维护管理职能、再制造、刀具配送、设备租赁、融资租赁、商业保理

等）为支撑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了从整机延伸到零部件再到现代制造服务业的完整的产业形态，实现了从简单的“商品

供应者”向全方位的“用户总工艺师和总装备师”的角色转变。同时构建了 3个 1/3的业务板块（数字制造工艺装备链；关

键零部件制造；服务型制造业）,立志成为所涉及领域的技术领先者、行业领导者、高端市场占有率的追求者；以系统集成

为擅长，以“精密、高效、复合、专用、大型”为特色的大型数控机床工具企业集团。 

（4）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阶段、周期性特点以及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主业主要隶属于机床工具行业。2018年机床工具行业总体运行前高后低，产品结构延续近年

升级的趋势，下半年起，市场需求下降明显，下行压力加大，金属切削机床全年新增订单同比下降8.8%，在手订单同比下降

13.6%；产量同比下降24.5%,产值同比下降11.6% ；产成品存货同比下降19.5%；受金属切削机床行业亏损的影响,金属加工

机床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2.6%。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作为机床工具产品主要用户的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低于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更低于工业投资平均增速。另一方面在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中，机床工具类产品几乎全部覆盖，机床及功

能部件、附件、刀具工具类、磨料磨具等产品在原来5%的关税的基础上加征25%关税，综合来看，行业因市场需求减少带来

的下行压力持续加剧，预计该下行压力至少将延续至2019年上半年。 

面对下行压力，政府采取了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措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列为2019年重点工作

任务的第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制造业的高度重视。但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以及汽车制造业投资低迷等情况，都给机床工具

行业的市场需求带来了严峻挑战。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作为机床工具行业重点联系骨干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在中国机床工具行业企业中历年来处于前三甲位

置，目前位列第二，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1.88亿元，同比增长6.2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31.44亿元，同比增长6.49%。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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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3,188,240,554.94 2,999,885,477.11 6.28% 2,704,412,96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9,775,177.96 16,455,025.72  14,968,31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339,199,960.47 -102,676,752.50  -131,187,584.03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33,967.81 5,720,257.05  -77,186,57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35 0.0237  0.02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35 0.0237  0.02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0% 0.58%  0.53%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 9,055,794,529.23 8,700,779,087.39 4.08% 7,821,231,62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54,114,325.95 2,825,894,604.69 -9.62% 2,810,158,471.0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13,317,559.98 938,062,631.91 792,740,555.64 744,119,80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18,782.77 -317,841.28 -25,487,570.29 -258,188,549.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840,226.24 -5,420,191.41 -30,932,338.73 -293,007,20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768,045.80 1,191,311.42 114,382,360.54 -11,339,593.9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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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1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73,18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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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 4,595,477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62% 4,32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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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华德 境内自然人 0.22% 1,512,560    

杨勇 境内自然人 0.21% 1,42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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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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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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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公司在主要行业大类投资低迷、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公改铁”政策实施、环保督查深入、原材料大幅涨价

等种种不利因素的大背景下，坚持“技术领先、模式取胜”、坚持“三个 1/3”产业战略布局，以年初提出的“向存量要效

益、向管理要效益”为路径，牢牢抓住年度重点工作、重点项目、重点市场等几条经营主线，强研发、慎投入、去库存、保

交付、促回款，顶住了下行压力，有效保证了经营平稳有序。  

预算指标完成情况: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31.88亿元，同比增长 6.28%，完成预算指标 99.88%；利润总额-2.78亿

元，未完成预算指标。  

利润总额与预算差异分析：1、毛利率 15.73%,低预算 4.23 个百分点, 毛利减少 1.36 亿元，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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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成本增加、环保整顿外部协作成本加大是毛利未完成预算指标的主要因素。2、期间费用列支总额为 65327.81 万元，超预

算 4738.61万元，主要是 2018年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步伐，研发费用达 1.13亿元。3、资产减值损失 1.76

亿元，超预算 1.44亿元，主要是 2018年末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较大。4、

投资收益和其他收益 8221.93万元,低预算指标 707.4万元，主要是信托产品提前到期，收益减少所致。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机床类 1,532,903,453.54 207,261,362.35 13.52% 8.14% 5.72% -0.31% 

零部件类 662,707,550.07 52,521,959.86 7.93% 14.52% -46.73% -9.11% 

贸易类 381,751,269.98 18,767,280.45 4.92% -14.29% -25.61% -0.75% 

工具类 360,904,238.99 123,851,448.38 34.32% 9.42% -1.74% -3.9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1、受经济下行影响，主

营业务收入增速缓慢，主业毛利率下降。2、2018年末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共计提各项减值

准备17,603万元，减少利润17,603万元。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870万元。4、其他收益（政府补助）6,364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1,543万元。5、研发费用1.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47万元。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8 年 6月 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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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按照文件对财务报表格式及列报进行了调整。其中：因利润表增加“研发费用”项目的列报要求变化对可比期间数据进行

追溯调整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1） （2） （3）=（2）-（1） 

影响上期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311,178,594.72 230,856,602.99 -80,321,991.73 

研发费用  80,321,991.73 80,321,991.73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 ——  

影响上期母公司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89,988,200.73 53,186,674.42 -36,801,526.31 

研发费用  36,801,526.31 36,801,526.31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 ——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8年7月18日，本公司子公司杨凌秦众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公司注销，成立清算组。2018年11月2日，

杨凌秦众电子信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手续，不纳入合并范围。 

8、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有关情况说明 

2018年1月5日和2018年9月5日，公司公告了收到陕西省财政厅预拨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2018-53）。 

该两公告主要内容：公司分别收到省财政厅预拨的2017年、2018年省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

2017年补助资金4819.06万元，2018年补助资金2,099万元，收到的补助资金计入递延收益，对本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暂不明

确，未来根据分离移交、维修改造工作进度，确定对本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 

 公司2014年整体上市时已将职工家属区等后勤辅业资产剥离至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省属国有全资，以下简称“秦川

物业”）；2016年陕西省启动国企“三供一业”剥离改造工作，按照新的维修改造标准，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无力承担剥离

改造维修费用缺口，难以完成上级国资监管部门对“三供一业”的专项考核。为此，公司与秦川物业就公司职工家属区“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报请上级国资监管部门协调解决。 

2019年4月4日，公司收到省国资委《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有关问题的复函》，明确我公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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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一业”分离移交及维修改造责任主体为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5日，公司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对秦川机床工具集团“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批复》（陕

财办资函[2019]14号），同意我公司将省财政厅拨付2017年、2018年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资金6,918.06万元划转秦川物

业，由秦川物业承担补助资金管理及后续清算工作。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已拨付及代付陕西秦川物业有限公司款项

33,466,915.71元，期末尚未拨付的补助资金余额35,713,684.29元由递延收益列入其他应付款。 

职工医院移交过渡期费用450万元，系根据公司党委会、公司办公会相关决议，同意将秦川机床职工医院（姜谭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移交西安医学院附属宝鸡医院，并由公司为职工医院提供三年过渡期费用450万元。 

鉴于公司不是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及维修改造责任主体，公司将不再承担相关费用。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9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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