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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建设机械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 

指 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7,352,840 股股票的行为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董事会 指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庞源租赁 指 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设备扩容项目、租赁设

备扩容项目 
指 工程设备租赁扩容建设项目 

塔机 指 塔式起重机 

吨*米、t*m 指 
力矩单位。对于塔式起重机而言，力矩是起重量重力与幅度

的乘积，表示塔式起重机的起重能力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若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

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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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574.80 万元（含

150,574.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160,928.61 150,574.8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不足以满足以上项目的资金需要，不足

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

定的程序置换前期投入。在不改变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

据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授权经营管理层决定上述项目的具体方案和实施时间。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项目内容：新购 1,500 台大中型塔式起重机，以扩大庞源租赁的大中型塔机

规模并丰富设备型号 

项目总投资：160,928.61 万元 

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为 2 年，第一年计划完成整个设备采购计划的

75%，剩余的 25%计划于第二年完成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适应企业快速发展需求，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庞源租赁自成立起就一直专注于建筑起重机械的租赁、安拆和维护业务，致

力于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行业的领导者。经过多年的潜心经营和发展，庞

源租赁在品牌、管理、技术、安全、客户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明显的竞争优势，

已成为国内建筑起重机械租赁行业的龙头企业。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庞源租赁目

前的市场占有率不足 2%，成长空间巨大。未来，随着中国建筑业社会化分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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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入，行业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资金实力不足、运营不规范的小规模的建

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将逐渐被市场淘汰，行业集中化发展趋势将越来越明显，客

观上为庞源租赁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行业地位创造了有利条件。 

塔机设备是庞源租赁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塔机设备规模决定了庞源租赁

的综合服务能力，是企业综合实力主要标志。目前，庞源租赁的现有塔机设备规

模以及区域服务能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实施租

赁设备扩充，庞源租赁将有可能错失我国装配式建筑高速发展带来的市场机遇以

及建筑起重机械租赁行业集中化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从而直接影响到庞源租赁

市场占有率和中远期的可持续发展。 

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庞源租赁扩大设备规模，丰富设备

种类，使设备种类与规模与自身业务发展速度相匹配，是庞源租赁扩大市场份额，

维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 

2、顺应建筑工业化发展趋势，采购装配式建筑市场紧缺设备 

建筑工业化是以构件预制化生产、装配式施工为生产方式，以设计标准化、

构件部品化、施工机械化、管理信息化为特征，能够整合设计、生产、施工等整

个产业链，实现建筑产品节能、环保、全生命周期价值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新

型建筑生产方式，代表了我国建筑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装配式建筑是指用预制的

构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其优点包括建造速度快、受气候条件制约小、节约

劳动力、提高建筑质量及节能环保等，是我国建筑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目前，在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推动下，全国已有30多个省市出台了针对装配式

建筑及建筑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以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推

动建筑业转型升级。 

建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下游施工企业对建筑起重机械的需求发生了结

构性的变化，大中型塔机凭借起重量大、起升高度高、工作幅度大、工作效率高

等优势，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市场对大中型塔机的租赁需求

呈快速增长态势。而多数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受资金成本、专业服务能力等因

素的限制，无法配备足够的大中型塔机设备，导致市场的大中型塔机租赁供给相

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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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的实施有助于庞源租赁抓住下游行业结构性需

求变化带来的机遇，添置下游行业急需的大中型塔机设备，扩大设备规模，丰富

种类配置，从而满足装配式建筑市场对大中型塔机快速增长的租赁需求，抢占市

场先机，扩大竞争优势。 

3、提升大型工程项目的承接能力，加大国内大型工程项目承接力度 

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各项重大项目的推动实施将带动我国城市地标、高层

建筑、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建设等大型工程项目的新一轮的建设施工需求。而大

型工程项目的建设施工普遍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施工时间短、强度高以及安

全管理要求高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出于对施工效益最大化与管理便利的要求，

往往需要设备租赁企业能为整个项目提供所需的所有工程机械设备。因此，大型

工程项目的施工企业在选择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企业的时候，对企业的设备规模种

类（特别是大中型塔机规模种类）和多种设备协同施工管理经验尤为看重。而庞

源租赁现有设备规模以及型号配置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大型塔式起重机数量和型

号不足，常常导致庞源租赁由于设备不够齐备而只能部分的参于项目，个别项目

甚至可能因此丧失参与资格，从而影响了庞源租赁在大中型项目方面的承接能力

和服务能力。因此，庞源租赁有必要通过扩容大中型塔机来增强大中型塔机储备，

完善设备数量和型号配置，以发挥在项目管理经验和品牌方面优势，提升大中型

工程建设项目的承接和服务能力，获取更多的业务机会。 

4、完善租赁业务区域布局，提高服务响应能力 

庞源租赁主营的塔式起重机属于大型超限机械设备，设备运输调配耗时长，

费用高，受限制因素相对较多，因此，行业企业通常根据自身设备数量、设备特

点、运输能力以及行业经验确定经济运输服务半径，根据经济运输服务半径进行

设备配置和运输，以保证安全、经济、及时的将设备运抵项目施工现场。庞源租

赁尽管已初步建立起覆盖核心区域重点城市的服务网络，但受塔机设备数量的限

制，对部分二三线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覆盖率和渗透率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由于装配式建筑存在由发达地区开始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趋势，大中型塔机的

租赁市场也将呈现需求在核心城市群率先快速扩张而逐步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及

内陆地区，需要租赁企业具备足够的服务半径覆盖能力和高效跨区域调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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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市场对起重机械设备的租赁需求具有数量多、区域分布广、时间紧迫等特点。

受塔机设备数量的限制，庞源租赁为了满足客户需要，有时不得不大范围的运输

调配设备，运输成本高、耗时长。如果该问题不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会影响到

庞源租赁的项目承揽中标能力和服务质量，也不利于企业的成本控制。 

通过实施工程租赁设备扩容建设项目，庞源租赁可扩大经济运输服务半径，

提升经营网络的覆盖深度和广度，完善租赁业务的区域布局；同时可以降低服务

成本，提高服务响应能力，有效解决下游市场需求特点与庞源租赁设备配置现状

之间的矛盾。 

（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董事会认为本项目具备较好的可行性。 

1、国家政策拉动固定资产投资，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建筑起重机械租赁行业的发展与我国宏观经济和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关。随

着我国宏观经济的企稳，国家相继推出了“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制

造 2025》、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

大战略和发展规划，旨在拉动投资、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在相关政策的带

动下，我国国民经济将保持平稳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持续稳步回升，基

础设施和装配式住宅建设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因此，国家政策的引导为本项目的

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大中型塔机满足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需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引导方向，

具备良好的市场前景 

当前，装配式建筑是顺应建筑工业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一种新型

建筑施工模式。在这一建筑模式下，楼板、墙面、楼梯、阳台等大部分房屋构配

件都在工厂提前生产，然后用货车运到施工现场，直接用塔机等起重设备进行安

装。鉴于装配式建筑实行生产工业化和施工安装装配化相结合的生产方式，结构

件较大，因此对起重设备吊重量和精确度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起重量大的、

定位更精确的塔机，将会越来越受到欢迎。而起重量小、技术落后的塔机市场需

求将受到影响。因此，装配式建筑对未来塔机租赁行业要求更高，对 100 吨*米

以上的大中型塔机需求量会快速增加，对塔机租赁企业的技术水平、塔机操作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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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人员的要求也更高。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要求，要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使我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以此估算，2026

年我国装配式建筑新开工面积将达到 59,776.85 万平方米，相应的适用于装配式

建筑的大中型塔机需求量约为 45,872 台，大中型塔机需求量的年均复合增长率

将达到 21.27%，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因此，对于公司而言，本项目具备良好

的市场前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汉鼎咨询、智研咨询、中投顾问产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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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械租赁行业集中化发展趋势为庞源租赁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市场份额提供

了发展机遇，庞源租赁可以凭借在技术水平、项目经验、资本规模、规范化程度

上的竞争优势，抢占部分被淘汰小规模租赁企业的存量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巩固行业领先地位。 

4、庞源租赁与下游众多建筑施工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庞源租赁自成立之初便注重不断提升对外提供设备租赁服务的质量，在保障

设备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设备维修、保养服务的及时性，注重公司形象维护

和品牌建设。经过多年发展，庞源租赁与众多建筑施工企业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

作关系，目前，庞源租赁的主要客户包括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设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国有控股建筑企业及其下属机构。多年来，

庞源租赁与上述客户均保持着良好、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在长期的业务合作中

也积累了良好的口碑，为未来建筑起重机械租赁业务的扩张提供了有力保证。 

5、庞源租赁具备与项目匹配的管理能力 

大中型塔机在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对塔机设备的安拆方案

设计、维护、操作及安全管理等技术要求相对较高，因此，大中型塔机租赁业务

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门槛。而庞源租赁管理团队均具有深厚的行业背景，在工

程施工、项目管理、工程设备租赁与技术服务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

大型项目施工上有着十分成功的经验与案例。庞源租赁曾参与了奥运会体育场馆

鸟巢、国家博物馆改建工程、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建设等一系列国际标志性工程，

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并获得了客户和行业协会得高度认可。优秀的管理

团队以及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为设备扩容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管理上的保障。 

（四）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160,928.61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50,574.80 万元，全部用于

设备购置，铺底流动资金 10,353.81 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投资明细表 

项目名称 投资额（万元） 
使用募集金投资额

（万元） 

占拟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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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购置 150,574.80 150,574.80 100% 

铺底流动资金 10,353.81 - - 

总投资 160,928.61 150,574.80 93.57% 

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50,574.80 万元，全部用于本项目总投

资中的设备购置部分，铺底流动资金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解决。 

（五）投资效益测算 

本项目的建设期为 2 年，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0.85%，税后投资回收期

为 9.81 年，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六）项目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本项目主要系建筑起重机械的设备购置，不涉及用地审批和厂房建设，亦不

存在环境污染情形。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流

程审议，并报有关部门获取相关资格文件。 

三、本次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公司未

来的业务发展战略，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有助于公司抓住装配式建筑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完善在大

中型塔机租赁市场的战略布局，抢占市场先机，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对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

资金实力将大大提升，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有效降低，资产负债结构更为合理，

有利于增强公司资产结构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同时，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逐步实施，项目效益将逐渐显现，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进一步提升，持

续盈利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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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行业

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符合公司的战略目标，有利于提升公司长远可

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同时，项目实施后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高公司市场地位和抵御风险能力，提升公司中长期盈利能力，项目可行。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