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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

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

规定，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标准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

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标准股份拥有权益。 

四、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

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五、 本次收购为国有资产行政划转所致，该无偿划转事项由西安市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中国标

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给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市国

资发[2020]164 号）决策实施。 

六、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股权无偿划转收购人可

免于发出要约。 

七、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和所聘

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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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 

工投集团 指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陕鼓集团 指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集团 指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陕鼓动力 指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股份、上市公司 指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权益变动、本

次无偿划转 
指 

陕鼓集团作为划入方承接由划出方工投集团划出的

标准集团100%股权，进而使得标准股份间接控股

股东发生变化 

《无偿划转协议》 指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无偿划转

协议》 

西安市国资委 指 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A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

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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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办 

注册资本 137,382,470.96 元 

成立日期 1996.05.14 

法定代表人 李宏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1529452049X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控股股东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 233 号 

联系电话 029-81871356 

邮政编码 710082 

经营范围 

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项目的设计、技术研发、工程总

包、建设及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成套设备、

大型压缩机、鼓风机、汽轮机、燃气轮机、通风机、各种透平机

械、仪器仪表、智能化设备、自动化装备及其他机电产品的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调试、售后与维修服务及再制造；

机械设备零部件加工；产品设备及系统方案的全周期智能化监控

诊断、技术咨询、信息系统管理咨询；产品及设备软件开发、技

术服务等。 

经营期限 1996 年 05 月 14 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控股股东为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西安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37,382,470.96  100% 

合计 137,382,470.96 1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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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介绍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陕鼓集团的唯一股东为工投集团，工投集团

的唯一股东为西安市国资委，因此陕鼓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工投集团，实际控制

人为西安市国资委。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陕鼓集团经营活动具体包含的业务类别有：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一体化

项目的设计、技术研发、工程总包、建设及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及能源互联

一体化成套设备、大型压缩机、鼓风机、汽轮机、燃气轮机、通风机、各种透

平机械、仪器仪表、智能化设备、自动化装备及其他机电产品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安装调试、售后与维修服务及再制造；机械设备零部件加工；产

品设备及系统方案的全周期智能化监控诊断、技术咨询、信息系统管理咨询；

产品及设备软件开发、技术服务等。 

陕鼓集团主要子企业及其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1 
西仪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1,717 100% 工业自动化仪表与装置制造 

2 
西安陕鼓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 
5,000 100% 

企业资产管理咨询（除证券、期

货）等。 

3 

陕西鼓风机集团西

安锅炉有限责任公

司 

6,000 100% 

A 级锅炉制造；第一类压力容器，

第二类低、中压容器的设计、制

造、技术服务；1 级锅炉的安装、

改造、维修；改装运油车、加油

车。 

4 
西安陕鼓备件辅机

制造公司 
185.65 100% 

风机备件及辅机制造、销售、检

修、安装、调试、技术咨询；通

用机械及零配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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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5 
西安市临潼区陕鼓

水务有限公司 
4,000 100% 污水处理 

6 
浙江陕鼓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500 100% 污水处理 

7 
陕鼓欧洲研究发展

有限公司 
25 万欧元 100% 技术研究与发展、咨询、服务。 

8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 
167,796.02 58.20% 

为石油、化工、冶金、空分、电

力、城建、环保、制药和国防等

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提供透平机械

系统问题解决方案及系统服务，

形成了“能量转换设备制造、工

业服务、能源基础设施运营”三

大业务板块。 

9 
青海陕鼓能源有限

公司 
4,000 90% 热电联产 

10 

西安联创分布式可

再生能源研究院有

限公司 

10,000 77% 

分布式能源项目、可再生能源项

目、节能环保项目、新能源项目

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

询、设计 

11 
西安联易得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 
6,000 57% 

机械产品与设备、原辅材料、工

程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材料等销

售及网上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12 
西安长青易得供应

链股份有限公司 
6,000 57% 

机械产品与设备、原辅材料、工

程设备、化工产品及原材料等销

售及网上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 

13 
西安陕鼓智能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700 30% 

透平机械及各种设备运行状态的

监控诊断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及指标 

收购人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496,819.55   2,177,623.54   1,952,872.48  

净资产  974,490.87   900,989.87   882,414.5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65,137.60   623,426.24   611,534.44  

资产负债率 60.97% 58.63% 54.81%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28,023.35  546,078.73  401,111.40  

营业成本 662,421.65  432,067.68  318,254.84  

净利润 48,498.39    31,134.60    23,3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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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收益率 5.05% 3.49% 2.67% 

注：1、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期

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 

2、2017、2018、2019 年财务数据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的诚信记录、是否存在违反《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

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陕鼓集团不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情况，不存

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六、收购人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陕鼓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李宏安 男 董事长 中国 西安 无 

刘金平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西安 无 

陈党民 男 董事 中国 西安 无 

牛东儒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西安 无 

王建轩 男 董事 中国 西安 无 

朴海英 女 董事、财务总监 中国 西安 无 

任矿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西安 无 

黎凯雄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西安 无 

白永秀 男 董事 中国 西安 无 

罗克军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西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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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务情况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谢玉玲 女 监事 中国 西安 无 

王莉 女 监事 中国 西安 无 

张军平 男 监事 中国 西安 无 

郭文雄 男 监事 中国 西安 无 

贾亚妮 女 副总经理 中国 西安 无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收购人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行股份的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外，收购人

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八、收购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

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直接或间接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如下： 

序

号 

金融机构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陕鼓集团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直接/间

接） 

1 

长安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

公司 

333,000 

公司主要从事资金信托业

务、投资银行业务、融资租

赁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公

司业务涉及货币市场、资本

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领

域。 

6.11% 直接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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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金融机构名

称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陕鼓集团

持股比例 

持股方式

（直接/间

接） 

2 

西安长青恒

业商业保理

有限责任公

司 

10,000 

一般项目：个人商务服务；

财务咨询；企业征信业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商业保理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0% 直接持股 

3 

西安长青动

力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公

司 

20,000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

业务（非银行融资类）。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8.20% 间接持股 

4 

宝信国际融

资租赁有限

公司 

50,000 

融资租赁（金融租赁除

外），租赁业务，向国内外

购买租赁财产，租赁物品残

值变卖处理及维修业务，租

赁交易咨询，经济咨询及担

保，第二、三类医疗器械的

销售、租赁及维修。（以上

内容涉及行政许可及国家专

项规定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经营） 

16.06% 间接持股 

九、收购人控股股东持有或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及以上的已发

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前述陕鼓集团所持股 5%以上的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以外，收购人控股股东工投集团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5%以

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上市公司简

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工投集

团持股

比例 

持有方

式（直

接/间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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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上市公司简

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工投集

团持股

比例 

持有方

式（直

接/间

接） 

1 西部超导 688122.SH 44,127.20 

高端钛合金材料、超
导产品和高性能高温
合金材料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6.97% 
直接持

有 

2 标准股份 600302.SH 34,600.98 

公司主营业务为缝制

设备、精密机械零部

件、模具的生产制造

与研发。产品服务于

服饰、汽车、家具、

机械、机床等领域。 

42.77% 
间接持

有 

十、收购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前述陕鼓集团所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

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以外，收购人控股股东不存在持股 5%以

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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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目的及未来变动计划 

（一）本次收购目的 

为落实西安市人民政府有关西安市推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优

化西安市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打造一流大型地方工业企业集团，做大做强上市

公司，收购人拟通过无偿划转划入工投集团所持有的 100%的标准集团股权。本

次无偿划转为西安市国资委就西安市国有企业因响应西安市政府关于推进国资

国企高质量发展总体部署而进行的划转举措之一。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标准

集团仍为标准股份的控股股东，陕鼓集团通过标准集团间接持有标准股份 42.77%

的股份，陕鼓集团成为标准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标准股份实际控制人、控股

股东均不发生变化。 

（二）收购人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标准股

份股票的具体计划，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会减持所持有的标准股份股票。但是

不排除未来因行政划转原因导致收购人持有标准股份权益变动之情形。若发生

此种情形，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收购人义务。 

二、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20 年 9 月 11 日，工投集团收到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发《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无偿划转给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市国资发[2020]164

号）。西安市国资委决定将工投集团持有的标准集团 10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陕

鼓集团持有。 

2020 年 9 月 11 日，陕鼓集团及标准集团收到工投集团转发的《西安市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将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无偿划转给陕

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市国资发[2020]164 号），工投集团、陕

鼓集团执行西安市国资委决定，拟完成本次无偿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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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1 日，工投集团与陕鼓集团签署《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本次收购为西安市国资委决定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所导致的上市公司收购，

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情形。 

三、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除上述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之外，本次收购不涉及其余尚需履行的授

权和批准程序。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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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上市公司名称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安市太白南路 335 号 

注册资本 34,600.98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05-28 

法定代表人 杜俊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113628001682H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南路 335 号 

联系电话 029-88279352 

邮政编码 710068 

股票种类 流通 A 股 

总股本 34,600.98 万股 

（二）收购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收购前，陕鼓集团未持有标准股份权益，标准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图

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由工投集团的无偿划转事项引发，具体情况如下： 

1. 权益变动方式：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2. 股权划出方：工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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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股权划入方：陕鼓集团 

4. 被划转标的：标准集团 100%股权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陕鼓集团直接持有标准集团 100%股权，并通过持有

标准集团 100%股权，间接持有标准股份 147,991,448 股，占标准股份总股本的

42.77%，成为标准股份的间接控股股东。标准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准股份的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收购完成后，陕鼓集团不存在可对被收购公司其他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产生

影响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标准股份的直接控股股东为标准集团，间接控股股东为工投

集团，实际控制人为西安市国资委。本次收购后，陕鼓集团新增为标准集团的

间接控股股东，其他原直接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属于通过国有股权行政划转而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划转的标准

集团所持有的标准股份的股份具体如下： 

划入方 划出方 
划转股份数量 

（间接） 

划转股份比例 

（间接） 
划转股份性质 

陕鼓集团 工投集团 147,991,448 股 42.77% 流通 A 股 

合计 - 147,991,448 股 42.77% 流通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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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本次收购涉及的标准股份 147,991,448 股股份

不存在质押、冻结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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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李宏安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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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之签章

页）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李宏安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