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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日期 ：二〇二〇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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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报告书系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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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程序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建设机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
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建设机械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系由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已取得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批准。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含义如下：

建机集团、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
公司 指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书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正）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格式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陕煤集团 指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国资委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建机集团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减持建设机械股票， 导致其在建设机械权
益发生变动的行为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
所致。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24092K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注册资本 98,920万元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号（泾勤路南侧）

经营范围

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金属结构产品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及维修；
机动车辆（小轿车除外）的研发及销售；原辅材料、设备的购销；物业管理；房屋、设备、土
地的租赁；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普通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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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号（泾勤路南侧）
经营期限 1989年 11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邮政编码 710201
联系电话 029-8259239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其控制关系
建机集团成立于 1989 年 11 月 8 日，1996 年 1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改制为陕西建设

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机集团持有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开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610000220524092K），注册资本为 98,92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杨宏军，住所为陕西省西安市经
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 号（泾勤路南侧）。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建机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建机集团的董事、监事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杨宏军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李长安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惠鹏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申占东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岳建红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任聿立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胡立群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促进资源优化整合，经过充分沟通和协商，陕煤集团拟将建机

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 203,447,72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04%）无偿划转至陕煤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建机集团将继续持有建设机械 38,682,50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本次无偿划转属于国有资产的整体性调整，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陕煤集团将成为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陕煤集团，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减少已拥有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建机集团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建设机械股份的计

划。 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若就上述事宜形成明确计划或具体方案，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建设机械 242,130,225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04%。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建设机械 38,682,501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的 4%。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后，建机集团不再是建设机械持股 5%以上的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内容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1、划出方：建机集团
2、划入方：陕煤集团
3、签署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二）无偿划转标的
1、目标公司：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1.04%股权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划转方式
本次划转以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
2、无偿划转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职工安置
本次划转后，建设机械的职工与建设机械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本次划转不涉及建设机械

职工的分流安置问题。
4、债权债务
本次划转不涉及建设机械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建设机械的债权、债务及或

有负债仍由其享有和承担。 本次划转完成后，建机集团因本次划转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其继续
享有及履行。 建机集团应就本次划转制定债务处置方案及或有负债的解决方案，并应书面通知
其主要债权人，取得其主要债权人对本次划转的无异议函。

5、生效条件
建机集团与陕煤集团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 经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且在本次无偿划转取得陕煤集团批准后生效。
三、建机集团及持有的建设机械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建机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 242,130,225 股股份中 66,223,477 股股

份系建设机械 2020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获配的股份，尚处在限售期，除上述情况外，建机
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或司法强
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上述股份均将划转至陕煤集团，划入方陕煤集团已就上述限售股份出具声明：
“1、建机集团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对建设机械作出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设机械

控股股东建机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
建机集团作出的承诺仍处于有效期内且正在履行；

2、自本次划转完成后，本公司持有建设机械 2020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的 66,223,477 股限售
股份，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1、2020 年 8 月 13 日，建机集团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建设机械 21.04%股份划转给

陕煤集团持有。
2、2020 年 8 月 13 日，陕煤集团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划入建机集团所持建设机械 21.04%股

份。
3、2020 年 8 月 31 日，建机集团与陕煤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4、2020 年 8 月 31 日，陕煤集团作出《关于解决建机集团所属子公司层级过多事项的批复》

（陕煤司发〔2020〕421 号），同意本次无偿划转。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方的调查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受让人的主体资格、 资信情况、

受让意图进行了合理的调查和了解，认为陕煤集团具备受让建设机械股份的资格条件，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对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建机集团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其对建设机械的非经营性负债、
未解除建设机械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建设机械利益的其他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等有关规定，建机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2 月 29 日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建机集团于 2020 年 4 月建设机械非公开发行股份中，获配 66,223,477 股股份。 除上述情况

外，在本次无偿划转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六个月，建机集团不存在买卖建设机械股票
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
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无偿划转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 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建机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中，除董事惠鹏存在本人买卖建设
机械股票的情况，其余人员均无买卖情况。

董事惠鹏买卖建设机械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变更日期 买入 /卖出 变更股数（股） 交易价格(元)

惠鹏

2020.3.13 买入 400 12.02
2020.3.16 买入 600 11.63
2020.3.18 买入 1000 11.38
2020.3.19 买入 2000 11.18
2020.3.20 买入 3000 11.89
2020.3.24 买入 1000 11.25
2020.3.24 买入 1000 11.30
2020.4.1 买入 1000 12.25
2020.4.1 买入 2000 12.23
2020.4.1 买入 2000 12.15
2020.4.1 买入 1000 12.10

惠鹏

2020.4.1 买入 2000 12.00
2020.5.18 卖出 17000 16.60
2020.5.19 买入 3000 17.71
2020.5.19 买入 2500 17.80
2020.5.19 买入 2900 17.60
2020.5.19 买入 3000 17.498
2020.5.20 买入 2300 17.00
2020.5.20 买入 2300 17.03
2020.5.28 卖出 16000 17.30
2020.6.4 买入 5500 17.70
2020.6.18 买入 2500 21.30
2020.6.18 买入 2000 20.62
2020.6.19 买入 300 20.49
2020.7.3 卖出 10300 23.30
2020.7.7 买入 5200 21.28
2020.7.7 买入 6000 21.30
2020.7.8 买入 4800 20.40
2020.7.17 卖出 16000 21.85
2020.7.22 买入 5000 25.68
2020.7.27 买入 5000 24.00
2020.7.29 卖出 5000 28.60
2020.7.29 卖出 5000 28.76
2020.8.3 买入 5000 28.51
2020.8.11 买入 5000 28.00
2020.8.12 买入 3000 26.245
2020.8.12 买入 2000 26.25
2020.8.12 卖出 5000 26.55
2020.8.14 买入 4000 25.32

就上述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 董事惠鹏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本人作为建机集
团董事，前述买卖股票行为系本人的自主投资行为，是依赖于建设机械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并基
于本人自身的分析和判断作出的投资决策，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除上述

情况外，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获得陕煤集团批复前 6 个月至披露本次无偿划
转获得陕煤集团批复之日止的期间内不存在其他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上
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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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____________
2020 年 9 月 2 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建机集团的工商营业执照；
（二）建机集团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三）陕煤集团《关于解决建机集团所属子公司层级过多事项的批复》（陕煤司发〔2020〕421

号）；
（四）建机集团于陕煤集团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
（五）建机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1 建机集团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5-2 建机集团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六）建机集团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董事会决议；
（七）陕煤集团关于本次无偿划转的董事会决议。
二、备查地点
上述文件于本报告书公告之日起备置于建机集团办公地址，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公司名称：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齐莉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 号（泾勤路南侧）
联系电话：029-� 82592391

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签署日期 2020 年 9 月 2 日
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省西安市
股票简称 建设机械 股票代码 6009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新城泾朴路
11号（泾勤路南侧）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股
持股数量：242,130,225�
持股比例：25.0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 A股
变动数量：203,447,724�
变动比例：21.04%����
变动后持有数量：38,682,501�
变动后持有比例：4%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宏军

签署日期 2020 年 9 月 2 日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股票代码：600984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增加

签署日期 ：二〇二〇年九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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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报告书系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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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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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程序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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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建设机
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建设机械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由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的建设机械股份达
到法定份额引起的。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并能够按照《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
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含义如下：

陕煤集团、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
收购人、本公司 指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国资委 指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建设机械、上市公司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本次无偿
划转 指 根据陕煤集团的批准， 陕煤集团同意将建机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

203,447,72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04%）无偿划转至陕煤集团
本报告书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无偿划转协议》 指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正）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格式准则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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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千元、万元、亿元、元 /股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千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元 /股

说明 :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
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100007625687785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照乾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
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
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
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
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
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
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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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号都市之门 B座
经营期限 长期
邮政编码 710065
联系电话 029-8226077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其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陕西省国资委持有本公司 100%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
（二）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陕煤集团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情况及近三年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陕煤集团是陕西省委、省政府为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陕西煤炭资源优势，从

培育壮大能源化工支柱产业出发，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经过重组发展起来的国有特大型能
源化工企业，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和煤化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陕煤集团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主营业务收入 30,257,504.33 28,058,689.03 26,008,889.58
利润总额 1,569,524.08 1,388,238.15 1,091,466.07
净利润 1,170,773.42 1,012,447.60 801,718.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88.74 60,063.81 49,767.17
资产总额 54,859,519.62 50,078,268.20 46,406,012.70
负债总额 38,283,432.10 36,533,220.45 33,204,817.00
净资产 16,576,087.52 13,545,047.75 13,201,195.70
净资产收益率（%） 7.77 7.57 7.21
资产负债率（%） 69.78 72.95 71.5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所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 ,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陕煤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杨照乾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严广劳 男 总经理、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尤西蒂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付战超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闵小建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王俐俐 女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袁广金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尚建选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赵福堂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杨 璇 女 总会计师 中国 中国 无
杨永红 女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下属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一级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注册资本 （万
元） 业务性质

1 西安开源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100 800,000 实业投资

2 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
团有限公司 100 280,000 矿山机械制造

3 陕西煤业化工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0 50,000 其他居民服务业

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府
谷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20,000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5 陕西陕北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100 12,451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6 陕西省煤炭运销集团
渭南市运销有限公司 100 1,000 煤炭批发经营

7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
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112,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8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
限公司 100 383,692.46 煤炭开采、加工、矿山建设等

9 陕西煤业化工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 100 50,000 其他煤炭采选

1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新
疆有限责任公司 100 10,000 矿业项目投资及管理

11 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100 180,000 其他建筑安装业

12 长安电力华中发电有
限公司 100 8,000 火力发电

13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0 18,920 机械设备及成套设备等相关产品制造及维修

14 陕西陕煤韩城矿业有
限公司 100 264,072.24 煤炭的开采、洗选、销售等

15 陕西陕煤蒲白矿业有
限公司 100 77,666.48 煤炭的开采、销售，生物发电等

16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00 250,00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17 海南德璟置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100 2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8 陕西长安电力有限公
司 100 30,000 电力项目的建设、经营、运维和检修等

19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神
南矿业有限公司 100 5,000 煤矿的建设与管理等

20 陕煤集团榆林化学有
限责任公司 100 352,100 煤化工项目筹建、化工产品生产及销售等

21 陕煤集团铜川矿务局
有限公司 100 98,578.23 煤矿托管运营及煤炭安全生产技术服务

22 陕西煤炭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 100 12,344 矿山工程、地面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23 陕西开源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 100 100,000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

24 西安善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98 5,000 投资与资产管理

25 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97.56 20,500 农副产品加工、销售

26 长安益阳发电有限公
司 97.41 123,389.378 火力发电

27 陕西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 89.16 369,118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28 陕西省煤层气开发利
用有限公司 80.34 62,237 天然气开采

29 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80 100,000 水泥制造

30 陕西尔林滩矿业有限
公司 80 10,000 其他煤炭采选

31 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有
限公司 55.97 2,346,040 铁路运输业

32 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73.17 41,000 热力生产和供应

33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 63.14 1,000,000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34 陕西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 62.44 2,562,500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35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51 275,466.06 证券经纪交易服务

36 大唐略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6.15 79,766.54 火力发电

37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55.6 300,000 财务公司

38 陕西煤化工技术工程
中心有限公司 55 12,727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39 长安石门发电有限公
司 53.73 42,755.45 火力发电

40 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
有限公司 51.5 160,000 其他采矿业

41 陕西陕煤榆北煤业有
限公司 51.22 195,236 其他煤炭采选

42 青海陕煤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51 56,000 项目投资与管理

43 山西大唐国际运城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51 26,469.388 火力发电

44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1 102,827.59 火力发电

45 大唐信阳华豫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51 71,500 火力发电

46 襄阳港务发展有限公
司 51 27,643 装卸搬运

47 宝鸡华海工贸有限公
司 51 10,204.08 石油及制品批发

48 胜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1 14,682.605 专业化设计服务

49 陕西煤化新材料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51 5,000 砂石骨料、商品混凝土的生产、加工、销售

50 黄陵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50.69 478,846.8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51 西安开米绿色科技有
限公司 50 40,000 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

52 大唐洛阳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 50 33,533.876 火力发电

53 陕西彬长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 93.21 827,483.8134 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

54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开
发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4.25 4,000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55 新兴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36.88 15,996.15 自然科学研究和实验发展

56 陕西省物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83.71 400,000 公路、铁路货物运输

57 西安思创凯莱酒店有
限公司 100 5,000 酒店管理、物业管理

58 融和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 100 25,000万港币 投资与资产管理

59 华清国际（香港）有限
公司 100 5,000万美元 专业化设计服务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拥有权益比例在 5%以上的其他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上市场所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1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1225 63.14%
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0563 34.58%
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984 6.82%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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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陕煤集团直接持股比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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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1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5.60%
2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185%
3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
4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9.9585%
5 陕西开源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100%

注：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拥有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权益合计为 61.2377%。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陕煤集团为陕西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

委，主要从事煤炭开采和煤化工两大主业以及燃煤发电、钢铁冶炼、机械制造、建筑施工、铁路
投资、科技、金融、现代服务等相关多元互补、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因此，陕煤集团熟悉上市公
司相关业务板块的监管政策及业务规则。

陕煤集团的主要管理人员长期从事煤炭行业的经营和管理，具备资本市场运作的知识及能
力，熟悉相关的政策法规，有能力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运作上市公司，有效地履行控股
股东职责，保障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三节持股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为了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促进资源优化整合，经过充分沟通和协商，陕煤集团拟将建机

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 203,447,72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04%）无偿划转至陕煤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属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整体性调整，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陕煤集团将成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陕煤集团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建设机械股份的计

划。 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若就上述事宜形成明确计划或具体方案，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5,913,434 股 A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6.82%；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242,130,225 股 A 股股份，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25.04%。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持
有上市公司 269,361,158 股 A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7.86%；通过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
间接持有上市公司 38,682,501 股 A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持股情况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协议内容
（一）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1、划出方：建机集团
2、划入方：陕煤集团
3、签署时间：2020 年 8 月 31 日
（二）无偿划转标的
1、目标公司：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划转标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1.04%股权
（三）无偿划转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划转方式
本次划转以国有股份无偿划转的方式进行。
2、无偿划转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职工安置
本次划转后，建设机械的职工与建设机械的劳动关系保持不变，本次划转不涉及建设机械

职工的分流安置问题。
4、债权债务
本次划转不涉及建设机械的债权、债务以及或有负债的处理，建设机械的债权、债务及或

有负债仍由其享有和承担。 本次划转完成后，建机集团因本次划转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其继续
享有及履行。 建机集团应就本次划转制定债务处置方案及或有负债的解决方案，并应书面通知
其主要债权人，取得其主要债权人对本次划转的无异议函。

5、生效条件
建机集团与陕煤集团签署的《无偿划转协议》 经双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且在本次无偿划转取得陕煤集团批准后生效。
三、本次划转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划转建机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 21.04%股份，其中 66,223,477

股系建机集团在建设机械 2020 年 4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中获配股份， 建机集团该部分认购的股
份存在 36 个月的限售期。 根据陕煤集团出具的《关于承继原股东相关承诺的声明》：“1、建机集
团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对建设机械作出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建设机械控股股东建机
集团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声明出具之日，建机集团作出
的承诺仍处于有效期内且正在履行；2、自本次划转完成后，陕煤集团持有建设机械 2020 年 4 月
非公开发行的 66,223,477 股限售股份，承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除上述股份外， 本次划转建机集团持有的建设机械剩余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或司法强制执行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四、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2020 年 8 月 11 日，建机集团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将其所持建设机械 21.04%股份划转给陕

煤集团持有。
2020 年 8 月 13 日， 陕煤集团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划入建机集团所持建设机械 21.04%股

份。
2020 年 8 月 31 日，陕煤集团与建机集团签署了《无偿划转协议》。
2020 年 8 月 31 日， 陕煤集团下发《关于解决建机集团所属子公司层级过多事项的批复》

（陕煤司发〔2020〕421 号）。
第五节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进行，不涉及交易对价，因此本次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问题。

第六节后续计划
一、未来十二个月内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

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改变建设机械

主营业务或者对建设机械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建设机械或

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对建设机械购买或置换
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未来拟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调整建设机械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可能阻碍收

购建设机械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建设机械现
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对建设机械现

有分红政策作出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其他对建设机

械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 陕煤集团将持有建设机械 27.86%的股份， 成为建设机械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
为保证建设机械的独立运作，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陕煤集团出

具了《关于保持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具体如下：
“一、 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 完整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具

备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
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
销售系统。 本单位保证不得占用、支配该资产或干预上市公司对该资产的经营管理。

二、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关联企领薪，不在本
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关联企业
中兼职。

2、保证上市公司的人事关系、劳动关系独立于本单位。
3、 保证本单位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序进

行，本单位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建立独立

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尊重公司财务的独立性，不干预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
2、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不干预上市公

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的资金使用。
3、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本单位及本单

位的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四、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1、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

独立、完整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并与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关联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完全分
开。

2、 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独立自主地运作， 独立行使经营管理
职权， 本单位不会超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
的决策和经营。

3、 保证本单位以及本单位的关联企业的职能部门与上市公司及其职能部门之间没有机构
混同的情形。

五、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

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独立于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关联企业。
2、 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的关联企业不会与上市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或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单位将本着“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定价。

六、 本单位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
预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影响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性。 如违反上述承诺
给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承担一切损害赔偿责任。 ”

二、与上市公司之间同业竞争的情况
本公司承诺：

“公司不从事与建设机械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当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 公司
自愿放弃业务竞争；公司不向任何与建设机械存在相同、类似业务或竞争的公司提供资金、技
术和支持；不会利用建设机械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建设机械《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已披露的关联交
易外，本公司与建设机械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公司承诺：

“公司将尽量避免与建设机械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时， 保证按
市场化原则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建设机械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

第八节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建设机械《2018 年度审计

报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
他与建设机械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其他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建设机械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重大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在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与建设机械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进行合计交易金额超过 5 万
元以上的交易。

三、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安排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在本次划转之《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不存在对拟更换的建

设机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除建设机械《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度审计报告》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在本次划转之《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本公司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以
外，对建设机械不存在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的情形。

第九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等有关规定，陕煤集团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2 月 29 日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在本次划转的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2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期间不存在直接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 本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建机集团于 2020
年 4 月建设机械非公开发行股份中，获配 66,223,477 股股份，本公司通过建机集团间接持有建
设机械的股份增加 66,223,477 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无偿划转事实发生之
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无偿划转批复日（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六个月，陕煤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建设机械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报告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5,043,991.05 3,764,725.27 3,296,302.83

结算备付金 88,265.90 52,427.12 27,703.21

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343.78 378,211.3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960,175.09 543,491.00 550,850.26

衍生金融资产 194.97 1,516.03 1,634.52

应收票据 893,811.46 1,823,115.41 1,797,826.88

应收账款 1,617,237.87 842,818.21 1,313,952.73

应收款项融资 194,830.21 101,159.93

预付款项 1,492,897.85 1,395,714.31 1,209,594.19

其他应收款 774,725.10 630,381.21 1,682,906.1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83,205.98 442,205.10 359,665.73

存货 1,877,973.82 1,573,655.82 1,445,555.92

持有待售资产 46,580.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95,369.68 9,524.06 1,488.63

其他流动资产 1,080,292.49 1,219,434.78 1,503,873.78

流动资产合计 15,039,895.39 12,778,379.60 13,191,354.84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159,035.33 107,877.45 43,005.5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17,291.57 1,470,424.06 1,820,902.16

其他债权投资 453,841.00 493,135.85

持有至到期投资 464,933.00 299,154.62 263,905.42

长期应收款 56,102.73 61,114.99 83,239.15

长期股权投资 4,360,383.12 4,058,625.08 3,176,735.4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9,128.48 68,071.2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12.39 1,716.28

投资性房地产 100,937.62 72,795.69 41,118.75

固定资产 17,349,939.92 16,851,327.14 14,873,408.45

在建工程 5,624,519.21 4,327,125.66 5,001,756.00

生产性生物资产 114.23 145.72 52.84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7,688,258.25 7,836,538.28 6,409,982.66

开发支出 86,035.19 62,510.36 49,423.17

商誉 426,637.59 703,885.12 734,113.44

长期待摊费用 104,824.66 62,751.45 86,207.78

递延所得税资产 470,507.83 355,055.51 292,482.57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5,422.11 467,634.12 338,324.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39,819,624.24 37,299,888.60 33,214,657.86

资产总计 54,859,519.62 50,078,268.20 46,406,012.70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47,816.48 5,717,201.27 6,686,872.20

拆入资金 55,082.05 35,000.00 5,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40,273.8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5,050.50

衍生金融负债 775.15 7,290.89

应付票据 1,839,575.96 1,986,200.83 1,744,210.02

应付账款 3,298,040.46 3,003,867.44 3,549,339.09

预收款项 928,352.64 882,300.13 825,016.4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69,003.01 571,045.51 444,021.12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款 107,789.11 179,137.06 16,871.86

代理买卖证券款 326,158.41 277,602.14 255,672.61

应付职工薪酬 495,102.02 500,080.43 485,995.09

应交税费 522,720.91 680,501.41 584,066.06

其他应付款 1,343,316.15 1,368,454.70 1,386,593.47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092,272.86 2,103,762.44 3,534,095.79

其他流动负债 641,541.90 268,671.89 524,593.81

流动负债合计 19,307,820.91 17,573,825.27 20,064,688.94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0,397,614.38 11,968,282.01 8,561,053.54

应付债券 6,249,680.05 4,929,255.59 2,719,693.55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1,245,787.62 1,224,086.99 1,521,754.9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867,816.58 707,502.47 110,221.64

递延收益 146,351.39 122,003.58 117,044.47

递延所得税负债 21,569.93 8,262.54 8,046.80

其他非流动负债 46,791.23 2.00 102,313.12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75,611.19 18,959,395.18 13,140,128.07

负债合计 38,283,432.10 36,533,220.45 33,204,817.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2,645,800.00 1,150,000.00 850,000.00

资本公积 2,410,605.23 2,362,302.89 2,360,726.8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32,236.93 -46,985.06 -35,387.71

专项储备 301,335.79 235,158.78 128,065.65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062,874.16 -1,022,455.49 -620,845.5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5,262,629.93 3,678,021.11 3,682,559.22

少数股东权益 11,313,457.60 9,867,026.64 9,518,636.4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576,087.53 13,545,047.75 13,201,195.6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4,859,519.62 50,078,268.20 46,406,012.70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下转 D4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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