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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接受

委托，担任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机械”、“上市公司”

或“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等中国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华龙证券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履行持续督导职责，并经审慎核查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文件、资料和

其他依据，出具了本独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工作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建设机械的任何投资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作出的任

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建设机械向本独

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报告所必需的资料。建设机械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本报告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释义具有相同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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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

柴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9 号）

文件核准，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已经实施完毕。华龙证券作为建

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建设机械进行持

续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就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发表持续督

导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情况概述 

2015 年 8 月 4 日获得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柴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9 

号）。 

2015 年 8 月 10 日，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天成机械的股权变更，并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天成机械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名下。 

2015 年 8 月 14 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庞源租赁的股权变更，并

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庞源租赁 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名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公司。 

1、 向庞源租赁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240,000,000 股股份购买柴昭一、柴效增等 31 名自然

人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等 19 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庞源租赁 100%股权，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柴昭一 26.72% 39,754.40 64,120,000 

2 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55% 12,722.40 20,520,000 

3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25% 9,300.00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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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4 上海晋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6% 7,831.59 12,631,600 

5 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3.54% 5,270.00 8,500,000 

6 上海建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 5,214.20 8,410,000 

7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 4,851.87 7,825,600 

8 柴效增 2.91% 4,335.04 6,992,000 

9 上海诚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5% 4,092.00 6,600,000 

10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69% 3,999.00 6,450,000 

11 上海卉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7% 3,968.00 6,400,000 

12 上海合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 3,902.28 6,294,000 

13 肖向青 2.50% 3,723.72 6,006,000 

14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50% 3,720.00 6,000,000 

15 上海九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7% 2,480.00 4,000,000 

16 王栋 1.49% 2,221.09 3,582,400 

17 
上海百瑞力鼎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49% 2,214.27 3,571,400 

18 
上海力鼎明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1.49% 2,214.27 3,571,400 

19 程曦 1.46% 2,174.96 3,508,000 

20 
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46% 2,170.00 3,500,000 

21 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 1,860.00 3,000,000 

22 上海一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5% 1,717.40 2,770,000 

23 包忠平 0.99% 1,475.60 2,380,000 

24 王琴生 0.99% 1,469.40 2,370,000 

25 顾龙 0.92% 1,364.00 2,200,000 

26 耿洪彬 0.92% 1,364.00 2,200,000 

27 王运 0.87% 1,300.51 2,097,600 

28 宗凤贯 0.83% 1,240.00 2,000,000 

29 上海全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83% 1,240.00 2,000,000 

30 孟庆军 0.70% 1,041.60 1,680,000 

31 高奇龙 0.63% 930.00 1,500,000 

32 朱雪英 0.58% 855.60 1,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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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33 丁华 0.47% 694.40 1,120,000 

34 张占奇 0.44% 651.00 1,050,000 

35 王敬东 0.42% 620.00 1,000,000 

36 邓哲 0.34% 508.40 820,000 

37 黄平 0.33% 496.00 800,000 

38 杨利 0.32% 471.20 760,000 

39 陈荆州 0.29% 434.00 700,000 

40 孙光利 0.28% 421.60 680,000 

41 张瑞新 0.25% 372.00 600,000 

42 黄健 0.25% 372.00 600,000 

43 
深圳汇贤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0.25% 372.00 600,000 

44 蒲全廷 0.23% 341.00 550,000 

45 王长颖 0.18% 267.84 432,000 

46 檀时全 0.17% 248.00 400,000 

47 何春笋 0.17% 248.00 400,000 

48 汪许林 0.08% 124.00 200,000 

49 蒙智峰 0.08% 111.60 180,000 

50 蒋云良 0.02% 29.76 48,000 

合计 100.00% 148,800.00 240,000,000 

2、 向天成机械股东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 67,258,065 股股份购买王志荣、刘丽萍等 14 名自然

人股东以及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 2 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天成机械 100%股权，

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天成机械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王志荣 39.85% 16,617.01 26,801,633 

2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46% 10,616.49 17,123,363 

3 刘丽萍 6.78% 2,827.68 4,560,779 

4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95% 2,064.13 3,329,245 

5 熊汝银 3.85% 1,605.88 2,59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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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天成机械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6 康万雄 3.85% 1,605.88 2,590,131 

7 陈湘 3.85% 1,605.88 2,590,131 

8 陈玉芬 3.85% 1,605.88 2,590,131 

9 王华君 1.84% 766.45 1,236,215 

10 柳光跃 0.92% 383.23 618,107 

11 杨正玉 0.92% 383.23 618,107 

12 吴红梅 0.92% 383.23 618,107 

13 卿萍 0.92% 383.23 618,107 

14 倪先见 0.77% 320.92 517,613 

15 李金朝 0.68% 283.37 457,042 

16 邹跃志 0.59% 247.52 399,223 

合计 100.00% 41,700.00 67,258,065 

2015 年 9 月 1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建设机械向柴昭一、柴效增、王志荣、刘丽萍等 45 名自然人

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 21 家机构发行 307,258,065

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情况 

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 6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7,950,138股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7.22 元，共募

集配套资金 634,999,996.36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全部到账。 

本次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1 薛刚 7.22 22,000,000 158,840,000.00 

2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8,980,000 137,035,600.00 

3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7,200,000 124,184,000.00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12,170,138 87,868,396.36 

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2 8,800,000 63,536,000.00 

6 刘申培 7.22 8,800,000 63,5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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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合   计 87,950,138 634,999,996.36 

本次建设机械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标的

公司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上市公司已完成验资。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已登记至交易对方名下并于上交所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与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履行 

情况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煤

业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避免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业务竞争，煤

化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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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中 

解 决

关 联

交易 

陕 西 煤

业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规范

和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与建设机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

的关联交易，煤化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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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建设机械的

资金、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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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中 

解 决

同 业

竞争 

陕 西 建

设 机 械

（集团）

有 限 责

任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避免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接业务竞争，建机

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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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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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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械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

益。 

解 决

关 联

交易 

陕 西 建

设 机 械

(集团)有

限 责 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规范和

减少将来可能存在的与建设机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建机集团承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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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建设机械的资

金、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不会利用建设机

械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

益。 

履行中 

解 决

同 业

竞争 

柴昭一、

肖向青、

王志荣，

力 鼎 凯

得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庞源租赁和自

贡天成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公司，为避免将来与建设

机械业务上发生竞争事项，现承诺：在本人/本公司持有

建设机械股份期间内，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

制企业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建设机械

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

务，也不会支持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建

设机械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

的业务；若因不可抗力导致双方之间可能构成同业竞争

时，则本方将在建设机械相关方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

终止上述业务。 

履行中 

解 决

关 联

交易 

柴昭一、

肖向青、

王志荣，

力 鼎 凯

得 及 其

一 致 行

动人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本次重组完成后，庞源租赁和自

贡天成成为建设机械的全资子公司，为规范和减少将来

可能存在的与建设机械及其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现承诺：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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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所控

制的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建设机械的资

金、资产，亦不要求其提供违规担保；不会利用建设机

械股东的地位损害建设机械及其他股东的正当权益。 

履行中 

股 份

限售 

柴昭一、

肖向青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

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转让；自发

行之日起的 12 至 24 个月内，可转让的比例不得超过本

次取得股份的 25%；自发行之日起的 24 至 36 个月内，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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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让的股份比例（不包括之前的 25%）不超过本次交

易取得股份的 25%；自发行之日起的 36 月后，不再受

限。 

股 份

限 售

（ 修

订前） 

王志荣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包括前述 12 个月

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

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转让不再受限。 

履行中 

股 份

限 售

（ 修

订后） 

王志荣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注） 
履行中 

股 份

限售 

上 海 恒

大、力鼎

恒益、建

新创投、

宝 金 嘉

铭、中科

汇通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履行中 

股 份

限售 
王华君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的 50%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50%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履行中 

股 份

限售 

其 他 股

东 

除柴昭一、肖向青、王志荣、上海恒大、力鼎恒益、建

新创投、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王华君以外其他庞源租

赁和自贡天成原有股东：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履行中 

保 证

上 市

公 司

独 立

性 

陕 西 煤

业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了维

护建设机械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保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承诺如下：保证建设机械资产独立、完整；

保证建设机械人员独立；保证建设机械财务独立；保证

建设机械机构独立；保证建设机械业务独立；保证不通

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意外的

任何方式，干预建设机械重大决策事项。 

履行中 

保 证

上 市

公 司

独 立

陕 西 建

设 机 械

（集团）

有 限 责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了维护

建设机械生产经营的独立性，保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承诺如下：保证建设机械资产独立、完整；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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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任公司 保证建设机械人员独立；保证建设机械财务独立；保证

建设机械机构独立；保证建设机械业务独立；保证不通

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意外的

任何方式，干预建设机械重大决策事项。 

不 减

持 建

设 机

械 股

份 

陕 西 建

设 机 械

（集团）

有 限 责

任公司 

鉴于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和天成

机械各 100%的股权，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建机集团

承诺，为了维持建设机械控股股东的地位，自本次重组

完成后 36 个月内，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减持建设机械的

股份。 

履行中 

不 谋

求 控

制权 

柴 昭 一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王志

荣、力鼎

凯 得 及

其 一 致

行动人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

月内，保证不通过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主动谋求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并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月内放弃

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保证不通过包

括但不限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接受委托、征集投票权、

协议等任何方式获得在上市公司的表决权；保证不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也不主动通过其

他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如有）直接或间接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但因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被动因

素增持除外）。 

履行中 

不 谋

求 控

制权 

其 他 股

东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本次重组完成后 36 个

月内，保证不通过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主动谋求上市公

司的实际控制权。 

履行中 

业 绩

承诺 
柴昭一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柴昭一作为交易对方，承诺如下：庞源租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0,200 万元、

12,800 万元、15,800 万元，若业绩承诺期内庞源租赁当

期期末累计净利润低于当期承诺净利润时，由柴昭一补

偿建设机械。 

2016 年 5 月

18 日，公司收

到庞源租赁

2015 年度未

完成业绩的

承诺补偿款

17,042,998.45

元。柴昭一先

生遵照协议

约定对公司

2015 年度业

绩承诺的补

偿履行完毕。 

业 绩

承诺 
柴昭一 

建设机械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庞源租赁 100%的股

权，柴昭一作为交易对方，就业绩承诺事宜与建设机械

签订了《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约定：业绩承诺期内，庞源租赁截至

当期期末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募集资金利息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的

应当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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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补偿。 

经希格玛所审计，庞源租赁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及募集资金利息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6,275,328.85 元，实现数低于承诺数 41,724,671.15 元。

鉴于庞源租赁 2016 年度实际实现的业绩水平低于《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水平，柴昭一承诺如

下：本人将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业绩承诺差额补偿款 41,724,671.15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至建设机械指定账户。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承

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业 绩

承 诺

（ 修

改前） 

王志荣 

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550.00 万元、3,400.00 万元、4,150.00 万元。 

已修改 

业 绩

承 诺

（ 修

改后） 

王志荣 

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三年经审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为 10,100 万元，若未完成，由王志荣补偿建设机械。（注） 

履行中 

其他 柴昭一 

本人系庞源租赁实际控制人，北京庞源系庞源租赁全资

子公司。 

2015 年 1 月 4 日，北京高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向北京市

通州区人民法院提交《合同违约起诉书》，请求北京庞

源承担《土地使用租赁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费用

余款 97 万元以及违约金 36.37 万元。同日，北京高邦设

备租赁有限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交《合同违

约起诉书》，请求北京庞源按《租赁协议书》约定，承

担租赁费用 2,702,289.96 元，另支付迟延履行的利息共

计人民币 75,664.11 元。 

本人承诺：若上述案件败诉，本人将承担由此所给北京

庞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承诺已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履行完

毕。 

其他 柴昭一 

本人系庞源租赁原实际控制人，北京庞源系庞源租赁全

资子公司。2015 年 4 月 11 日，北京高邦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以买卖合

同纠纷为案由，请求北京庞源归还其向北京高邦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所借款以及利息合计 9,072,948.26 元。 

本人承诺：若上述案件败诉，本人将承担由此所给北京

庞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履行中 

其他 柴昭一 

本人系庞源租赁原实际控制人。北京庞源系庞源租赁全

资子公司。（1）2015 年 4 月 11 日，北京高邦向北京市

朝阳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

由，请求北京庞源支付欠款以及利息合计 9,072,948.26

元。（2）2015 年 11 月 18 日，北京庞源向北京朝阳区人

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以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请求北

京高邦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归还其租赁费本金合计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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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20,571.08 元，利息 3,544,695.55 元，两项共计

17,265,266.63 元。并以保证金的担保形式对北京高邦的

相关资产进行了诉讼财产保全，保全限额为 4,992,898.33

元。 

鉴于以上诉讼事项案件（1）系重组前所涉及的买卖合

同纠纷，同时，案件（2）与案件（1）有其相关性，本

人特此承诺：若上述案件败诉，本人将承担由北京庞源

需履行的赔偿义务以及由此诉讼所给北京庞源造成的

全部经济损失。 

其他 柴昭一 

本人系庞源租赁原实际控制人，北京庞源系庞源租赁全

资子公司。2016 年 2 月 17 日，北京高邦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向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诉状，以租赁合

同纠纷为案由，要求北京庞源支付其设备租赁款及租金

利息 1,795,821.81 元。 

本人承诺：若上述案件败诉，本人将承担由此所给北京

庞源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本承诺已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履行完

毕。 

其他 柴昭一 

本人柴昭一，系庞源租赁原实际控制人。北京庞源系庞

源租赁全资子公司。鉴于北京庞源与北京高邦之间系列

诉讼案件，相关案件尚未终结，对于北京庞源出现败诉

或可能败诉情形，而给北京庞源带来的赔偿损失，本人

承诺：以向庞源租赁借款余额中的 900 万元作为赔偿保

证。 

履行中 

其他 王志荣 

本人系天成机械原实际控制人。2015 年 3 月 17 日，深

圳百纳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纳财富”）

向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起诉公司子公司天成机械及

天成机械的原实际控制人王志荣，主要诉讼请求：确认

双方之前签订的《前期委托顾问协议》依法有效；天成

机械于并购交易完成后支付服务费 2,085.00 万元。 

本人承诺：若上述案件败诉，本人将承担由天成机械所

需履行的赔偿义务以及由此给天成机械造成的全部经

济损失。 

履行中 

股 份

限售 

认 购 新

股股东 

薛刚、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刘申培： 

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作

为本次发行的交易对方，承诺其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履行中 

注：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 年 4 月 25 日 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订立补充协议的议案》修订了

王志荣的股份锁定期及业绩承诺。 

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承诺除部分已经履行完毕

外，其他承诺均在正常履行中，未发生违反承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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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庞源租赁 

1、业绩承诺情况概述 

根据重组过程中公司与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约定：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

士承诺庞源租赁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分别

不低于 10,200.00 万元、12,800.00 万元、15,800.00 万元；若业绩承诺期内柴昭一

先生、肖向青女士发生补偿义务的，应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首先以庞源租赁本次重组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5,000万元分红扣税

后的净额进行补偿，若未能补足，差额部分由柴昭一先生、肖向青女士以现金进

行补偿。 

2、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

告》（希会审字(2017)1822 号）。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审计后金额 

业绩承诺净利润 128,000,000.0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4,418,947.72 

减：非经常损益（扣税后） 6,401,130.86 

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扣税后） 11,742,488.01 

业绩承诺实现净利润 86,275,328.85 

审定后实现数与业绩承诺数比之完成率   67.40% 

应补偿金额 41,724,6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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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源租赁经审计的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数。 

（二）天成机械 

1、业绩承诺情况概述 

（1）原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重组过程中公司与王志荣先生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业绩

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王志荣先生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 2015 年度、2016 年

度、2017 年度。王志荣承诺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经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 2,550.00 万元、3,400.00 万元、4,150.00 万元。 

（2）变更后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修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并订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签

署<股份质押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王志荣先生签订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二）》、《股份质押协议》约定：王志荣承诺天成机械 2015 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三个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累积不低于 10,100.00 万元，

三个年度届满时一次性测算和补偿，若业绩承诺期内王志荣先生发生补偿义务的，

应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进行补偿。 

2、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

告》（希会审字(2017)1823 号）。 

天成机械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6 年度审计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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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净利润 34,000,000.00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4,877,231.77 

减：非经常损益（扣税后） 628,523.81 

配套募集资金产生的收益（扣税后） 4,966,678.06 

业绩承诺实现净利润 9,282,029.90 

审定后实现数与业绩承诺数比之完成率 27.30% 

天成机械经审计的 2016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数。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庞

源租赁经审计的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数，因此

承诺方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需要补偿的金额为 41,724,671.15 元。柴昭一、

肖向青应当在原协议约定的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实

施现金补偿，优先以庞源租赁本次交易前的累计未分配利润中 5,000 万元分红剩

余部分扣税后的净额进行补偿。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涉及的标的资产天

成机械经审计的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数。根据

修改后的业绩承诺，天成机械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承诺将在承

诺期届满时进行测算，并由王志荣一次性补偿。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公司 2016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国家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但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

并没有完全解决，实体经济处境依然异常艰难。工程机械行业在调结构、去产能

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销售低迷、效益下滑、应收账款居高不下、周转资

金短缺的局面尚未改变，行业企业产能结构性过剩，下行压力仍未解除，仍处于

深度结构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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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上市公司完成工业总产值137,743万元，较2015年同比增长101.97%；

完成营业收入 137,558.09 万元，较 2015 年同比增长 96.1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 8,220.04 万元，较 2015 年同比增长 1,250.60%。 

2016 年，根据西安市城市发展规划，上市公司完成了生产经营场所的搬迁

工作，完成了庞源租赁上海总部及其安徽、广东、福建、浙江等分子公司、天成

机械总部及三个分厂等的基地建设和技改升级，完成了子公司建设钢构一期工程

收尾及子公司重装工程的基地建设。 

子公司庞源租赁积极完善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经营成本控制，不断提升

服务质量和技术支持，扩展市场份额，一方面紧抓国内超大型施工项目的开工建

造，积极承揽工程项目，拓展大客户合作范围，另一方面继续加大对国外建设项

目的跟踪和承接力度。 

2016 年，受外部环境影响，庞源租赁资金极为紧张，对已签订工程项目所

需的设备采购投入产生消极的影响；并且，在庞源租赁业务占比较小的架桥机租

赁业务，所用机型性能市场竞争力较弱，业务量下滑，2016 年完成架桥机营业

收入 956.42 万元，与上年同比降低 5.95%；随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实施，2016

年募集资金占用利息 11,742,488.01 元，以上因素影响庞源租赁未能实现原承诺

业绩。 

子公司天成机械积极拓展业务范围，提升产品质量，在保持原有客户市场份

额的基础上，通过相关业务整合，对庞源租赁供应塔机及标准节配件，实现公司

内部产业链优势互补。 

2016 年，天成机械所属的塔式起重机行业市场需求容量亦出现较大幅度下

降。2016 年 1-9 月份国内塔机销售同比下降 30%，降幅比上年收窄，细分为小

吨位塔机销售锐减，中大吨位塔机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行业产能依旧过剩。天

成机械属于中小规模塔式起重机生产企业，并不具有全国市场竞争优势，面对竞

争不断加剧的市场环境，天成机械塔机主机、配件的销售收入亦有较大幅度降低，

同时由于钢材等生产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有所上升，导致产品成本有所上升、毛利

率不断下滑。天成机械的生产经营面临着诸多不利的影响，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

积极措施，但仍未能实现承诺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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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6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科目 2016 年 2015 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375,580,880.38 701,255,899.72 96.16 

营业成本 987,635,637.57 500,158,695.79 97.46 

营业利润 -53,614,980.51 21,850,916.36 不适用 

利润总额 111,324,841.14 24,010,393.18 463.65 

净利润 82,313,871.62 6,086,223.28 1,352.46 

基本每股收益 0.1291 

 

0.0173 

 

646.24 

稀释每股收益 0.1291 

 

0.0173 

 

646.24 

扣非后基本每股收益 0.0260 -0.03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0.48 增加2.13个百分点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2 -0.83 增加1.35个百分点 

 
 2016-12-31 2015-12-31 变动比例（%） 

总资产 5,524,340,564.01 5,129,204,659.98 7.70 

 
负债总额 2,330,231,228.24 2,021,313,192.71 1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93,361,203.98 3,107,891,467.27 2.75 

 
期末总股本 636,764,203.00 

 

636,764,203.00 

 

0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使建设机械的整体规模和盈利能力

较重组前得到了一定提升，公司产品线进一步丰富。本次重组推动了公司整体业

务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6 年，公司制定了《公司 2016 年度投资者关系管理计划》，修订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作。公司治理的实际情况符合上述法律

法规规章规则的要求。 

1、股东与股东大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行使股东的表决权；公司能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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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股东行使自己的权利。  

2、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控股股东行为规范，没有超越股东大会直

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活动；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和业务方面做到“五独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均独立运作。公

司关联交易程序合法、价格公允，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董事与董事会：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选聘程序选举董

事；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制定了董

事会议事规则，公司各位董事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熟

悉有关法律法规，了解作为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4、监事和监事会：公司监事会严格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监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制定了监事会

的议事规则，公司监事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

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

监督。 

5、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公司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信息披露工

作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公平性，公司制定了《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相关制度。 

2016 年，天成机械拟计划购买设备和进行厂房技改，合计 939.07 万元。天

成机械募集资金用途包括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天成机械财务人员疏忽，将该拟购

买设备和厂房技改款补充流动资金，转至农行基本户，未履行相关的审批程序。

为确保募集资金的专款专用及使用安全，已经要求天成机械进行整改，天成机械

已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将上述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转回募集资金账户。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机械 2016 年度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不规范的行为，但经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及公司自查后纠正了该等行为，未对

募集资金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响，除此之外，公司运作规范，未发现损害中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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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治理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除本报告第三部分所涉业绩承诺发生变更及

王志荣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延长锁定 36 个月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

按照公布的重组方案履行，实际实施方案与公布的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将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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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16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之签

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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