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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6月 23日下午 14:00 

二、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6月 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宏军 

序号 会  议  议  程 

一 报告大会人员出席情况 

二 
审议《关于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

基地的议案》 

三 
审议《关于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

的议案》 

四 
审议《关于新疆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

的议案》 

五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

理 15098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六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办理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七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办理 10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八 
审议《关于为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15000万元项目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九 
审议《关于为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5000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十 
审议《关于为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2000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十一 
审议《关于为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1500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十二 会议讨论及审议议案 

十三 推选监票人（其中独立董事 1，监事 1人，股东代表 1人） 

十四 会议表决 

十五 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十六 宣布会议决议 

十七 宣布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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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

能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近年来，在国家提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简称“PC 建筑”）以来，中大型塔机市

场供不应求，尤其是根据国务院和住建部相关规划，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到 202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0%，与之对应的大中型塔机需求约为

9.21万台，而目前我国可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大中型塔机保有量不足 2万台，对适型塔机

的需求缺口超过 7万台，其中，100吨米以上的中大型塔机需求量将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目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 4%，按照公司

未来发展目标，每年均需新增大量设备采购才能保证租赁业务的发展需求，而塔机设备

的转场维护和发运，物流成本最低的经济运输半径是在 500公里以内，加之塔机租赁与

生产属于特种设备行业，多种因素都决定了在全国各地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设点布

局，建设高标准的维护保养与生产再制造基地，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市场竞争，不断扩大

领先优势。 

同时，在塔机再制造领域，每年市场上都有大批仅有部分性能不达标且可修复的塔

机被淘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若通过采用先进的再制造技术，则可以较低的成本，实

现再制造出品质性能优越、价格低廉的塔机设备，并且随着再制造的推广，产品被用户

逐渐接受，未来再制造产品市场也将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而高水平的智能再制

造基地则是拓展此项业务的前提，其即可高质量保障设备的涂装、检测、维修、试验等

环节，也能为用户提供更低成本、更环保、更安全的设备和服务，促进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为此，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庞源租赁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苏州庞源”）依托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和江苏省以及常熟市的各种

优势资源和优惠政策，拟在江苏省常熟虞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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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生产基地，该基地总用地面积为 62,270㎡（约 93.41亩），拟建设内容包括联合

厂房、综合楼、仓库、配件库、调试及发货场等，计划投资 4.5亿元，建设资金为苏州

庞源自筹，预计项目建设期 2年，第 3年开始投产，第 5年开始达产，建成达产后制造

塔机生产能力 700台/年，再制造塔机生产能力 700 台/年。 

该基地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快庞源租赁在全国各地的基地建设和技改升级，在提高

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深耕市场空间，扩大领先优势的同时，满足环保

监管要求、改善员工生产与生活环境、体现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将有

效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各类产品研发、制造、再制造技术水平和产品装配

的质量及生产效率，并形成国际先进的高性能塔式起重机研发、智能制造、再制造、租

赁服务管理、培训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综合项目，有力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共同提高，从而保障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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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能装

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近年来，在国家提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简称“PC 建筑”）以来，中大型塔机市

场供不应求，尤其是根据国务院和住建部相关规划，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到 202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0%，与之对应的大中型塔机需求约为

9.21万台，而目前我国可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大中型塔机保有量不足 2万台，对适型塔机

的需求缺口超过 7万台，其中，100吨米以上的中大型塔机需求量将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目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 4%，按照公司

未来发展目标，每年均需新增大量设备采购才能保证租赁业务的发展需求，而塔机设备

的转场维护和发运，物流成本最低的经济运输半径是在 500公里以内，加之塔机租赁与

生产属于特种设备行业，多种因素都决定了在全国各地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设点布

局，建设高标准的维护保养与生产再制造基地，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市场竞争，不断扩大

领先优势。 

同时，在塔机再制造领域，每年市场上都有大批仅有部分性能不达标且可修复的塔

机被淘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若通过采用先进的再制造技术，则可以较低的成本，实

现再制造出品质性能优越、价格低廉的塔机设备，并且随着再制造的推广，产品被用户

逐渐接受，未来再制造产品市场也将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而高水平的智能再制

造基地则是拓展此项业务的前提，其即可高质量保障设备的涂装、检测、维修、试验等

环节，也能为用户提供更低成本、更环保、更安全的设备和服务，促进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为此，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庞源租赁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庞源”）依托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和广东省及广州市各种优势资源和

优惠政策，拟在广州市花都区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该基地总用地面

建设机械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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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为 17,234㎡（约 25.85 亩），拟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宿舍、架空连廊、仓库、门

卫、货场堆场、道路绿化与公用管网等，计划投资 1.7亿元，建设资金为广东庞源自筹，

预计项目建设期 2年，第 3年开始投产，第 5年开始达产，建成达产后再制造塔机生产

能力为 500台/年。 

该基地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快庞源租赁在全国各地的基地建设和技改升级，在提高

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深耕市场空间，扩大领先优势的同时，满足环保

监管要求、改善员工生产与生活环境、体现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将有

效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各类产品研发、制造、再制造技术水平和产品装配

的质量及生产效率，并形成国际先进的高性能塔式起重机研发、智能制造、再制造、租

赁服务管理、培训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综合项目，有力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共同提高，从而保障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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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疆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智能装

备维修再制造生产基地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近年来，在国家提出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简称“PC 建筑”）以来，中大型塔机市

场供不应求，尤其是根据国务院和住建部相关规划，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到 15%以上，到 2026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0%，与之对应的大中型塔机需求约为

9.21万台，而目前我国可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大中型塔机保有量不足 2万台，对适型塔机

的需求缺口超过 7万台，其中，100吨米以上的中大型塔机需求量将快速增加。 

另一方面，目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

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 4%，按照公司

未来发展目标，每年均需新增大量设备采购才能保证租赁业务的发展需求，而塔机设备

的转场维护和发运，物流成本最低的经济运输半径是在 500公里以内，加之塔机租赁与

生产属于特种设备行业，多种因素都决定了在全国各地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设点布

局，建设高标准的维护保养与生产再制造基地，才能更好应对未来市场竞争，不断扩大

领先优势。 

同时，在塔机再制造领域，每年市场上都有大批仅有部分性能不达标且可修复的塔

机被淘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若通过采用先进的再制造技术，则可以较低的成本，实

现再制造出品质性能优越、价格低廉的塔机设备，并且随着再制造的推广，产品被用户

逐渐接受，未来再制造产品市场也将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利润来源。而高水平的智能再制

造基地则是拓展此项业务的前提，其即可高质量保障设备的涂装、检测、维修、试验等

环节，也能为用户提供更低成本、更环保、更安全的设备和服务，促进企业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为此，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庞源租赁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疆庞源”）依托近年来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和新疆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各种优

势资源和优惠政策，拟在乌鲁木齐市屯河区的乌鲁木齐经开区内投资建设智能装备维修

建设机械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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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生产基地，该基地总用地面积为 33,374 ㎡（约 50 亩），拟建设内容包括生产区

和办公生活区，其中生产区包括生产维修车间、产品周转场、库房等，办公生活区包括

办公楼、门卫、绿化等，计划投资 1.5亿元，建设资金为新疆庞源自筹，预计项目建设

期 2年，第 3年开始投产，第 5年开始达产，建成达产后再制造塔机生产能力为 500台

/年。 

该基地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快庞源租赁在全国各地的基地建设和技改升级，在提高

生产制造能力、提升服务效率与质量、深耕市场空间，扩大领先优势的同时，满足环保

监管要求、改善员工生产与生活环境、体现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将有

效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高各类产品研发、制造、再制造技术水平和产品装配

的质量及生产效率，并形成国际先进的高性能塔式起重机研发、智能制造、再制造、租

赁服务管理、培训等产业高度融合发展的综合项目，有力地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共同提高，从而保障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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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长城国

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 15098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为了满足已签订单所需设备的投入需求，拟在长城国

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15,098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全部为直租采购业务，年利

率浮动利率 5.1%，期限 3年，需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

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

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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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宁波通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办理 10000万元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为了满足已签订单所需的资金周转需求，拟在宁波通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办理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1 年；授信品种为

流动资金借款 5,000 万元，年利率 5.39%；银行承兑敞口 5,000 万元，保证金 50%；需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要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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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办理 10000万元综合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为了满足已签订单所需的资金周转需求，拟在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办理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1 年；授信品种为流动

资金借款不超过 5000万元，年利率 5%；剩余额度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额度，保证金 50%；

需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的要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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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15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苏州庞源建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庞源”）是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

了满足常熟再制造基地基建项目生产设备投入的资金需求，苏州庞源拟向由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五星支行牵头，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与江苏常熟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淼泉支行共同参与组成的项目银团贷款申请授信 15,000 万元，其

中，工行 6,000万元，中信银行 5,000万元，常熟农商行 4,000万元；期限 8年，年利

率不低于 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加 25BP，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

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

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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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北京国资融资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5000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庞源”）是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满

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资金需要，北京庞源拟在北京国资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办理融资租赁授信额度 5,000万元，全部为直租业务，期限 3年，年利率为 5.8%，需由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

求，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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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苏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2000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庞源”）是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满

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资金需要，安徽庞源拟在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融资租赁授信额度 2,000 万元，全部为直租业务，期限 3年，年利率为 5%，需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根

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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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苏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办理 1500 万元融资租赁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各位股东： 

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庞源”）是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了满

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的资金需要，江苏庞源拟在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

融资租赁授信额度 1,500 万元，全部为直租业务，期限 3年，年利率为 5%，需由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审查该笔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根

据公司对外担保审批流程，现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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