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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陆文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恩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万江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4,776,688,343.06 33,092,274,099.56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081,948,750.27 11,046,972,464.97 0.3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84,026,475.54 -435,834,253.00 -34.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182,985,554.70 2,480,305,886.61 2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3,842,488.76 23,813,353.29 4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0,076,894.51 1,673,930.90 1,09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0.3059 0.2191 39.62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49 0.003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49 0.0035 4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03,738.0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14,734,555.3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14,194.7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434.16

所得税影响额 -2,461,983.68

合计 13,765,594.2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13,53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4,380,563,

888

63.88

319,

782,927

质押 1,190,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3,530,344 1.36 未知 未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644,749 0.46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770,800 0.36 未知 未知

薛卓丹 18,352,801 0.27 未知 未知

林富英 16,027,904 0.23 未知 未知

许锡龙 15,066,391 0.22 未知 未知

黄世鑫 14,400,000 0.21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0.12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4,060,780,961 人民币普通股 4,060,780,96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3,530,344 人民币普通股 93,530,34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644,749 人民币普通股 31,644,74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4,7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70,800

薛卓丹 18,352,801 人民币普通股 18,352,801

林富英 16,027,904 人民币普通股 16,027,904

许锡龙 15,066,391 人民币普通股 15,066,391

黄世鑫 14,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00,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8,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03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13名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

主要科目 金额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76,595.81 183,447.59 93,148.21 50.78%

主要原因是根据生产经营

所需，本年公司新增了部

分银行借款。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10,121.38 6,371.38 3,750.00 58.86%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对外

新增了投资。

开发支出 11,646.05 7,345.47 4,300.58 58.55%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为实

现高质量发展，加大了研

发投入。

应交税费 10,076.34 19,224.93 -9,148.59 -47.59%

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公司按

正常纳税所属期，上缴了

期初形成的税金。

长期借款 234,000.00 154,000.00 80,000.00 51.95%

主要原因是根据生产经营

所需，本年公司新增了部

分银行借款。

（2）利润表

主要科目 金额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同期数 变动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利润总额 5,230.48 3,920.32 1,310.16 33.42%

主要原因是随着本年公司

营业收入的上升及强化各

项费用的控制，使得利润

总额较同期有所增长。

（3）现金流量表

主要科目 金额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同期数 变动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8,402.65 -43,583.43 -14,819.22 -34.00%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按照

生产经营计划，采购量较同

期有所增加。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0,809.72 64,273.90 96,535.82 150.19%

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新增

了部分银行借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文俊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9亿

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56.22亿元。 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一重 601106 中国一重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恩国 吴萍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红宝

石办事处厂前路9号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

尔基区红宝石办事处厂前

路9号

电话 0452-6810123 0452-6805591

电子信箱 hu.eg@cfhi.com wu.p@cfhi.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主要业务：重型机械及成套设备、金属制品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金属冶炼及加工；金属材料的

销售；矿产品销售；工业气体制造及销售；冶金工程设计；技术咨询服务；承包境外成套工程及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进出口业务。

2.经营模式：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产品包括冶金成套、核能设备、重型压力容器以及大型铸

锻件等，产品特点为单件小批量。 公司市场营销部门负责搜集市场信息，与用户进行广泛的技术交流，为

用户设计方案，做好项目信息的跟踪，通过竞标、议标获得订单，生产计划的安排基本以在手合同为基础。

3.行业情况：重型机械行业属装备制造业，是我国机械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为钢铁、有色、电力、

能源、汽车、矿山、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行业及国防军工提供重大成套技术装备、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

并开展相关的国际贸易。 主要产品有核岛设备、重型容器、大型铸锻件、专项产品、冶金设备、重型锻压设

备、矿山设备和工矿配件等。 近两年重型机械行业稳步前进，经营效益大幅改善，结构调整持续推进，重点

企业竞争力明显提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进一步发展，科技进步全面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

强。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33,093,021,169.85 34,047,325,622.84 -2.80 33,379,524,388.55

营业收入 13,165,049,633.33 10,511,383,456.06 25.25 10,251,825,155.33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8,748,251.73 128,710,540.79 0.03 84,183,359.4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6,705,163.92 -294,230,621.22 73.93 16,158,540.5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046,972,464.97 10,928,122,659.81 1.09 10,830,141,666.7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18,267,431.10 684,437,302.34 180.27 983,430,764.3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88 0.0188 0.01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88 0.0188 0.0128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1718 0.6

增加0.57个百

分点

0.8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480,305,

886.61

3,075,387,

612.57

3,108,019,

361.97

4,501,336,

77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813,353.29 23,720,592.67 4,302,719.21 76,911,58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673,930.90 -6,901,221.69 -13,047,927.09 -58,429,946.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35,834,

253.00

-222,748,

486.96

276,903,257.26

2,299,946,

913.8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24,03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

东

性

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中国一重集团

有限公司

0

4,380,563,

888

63.88 319,782,927

质

押

1,190,000,

000

国

有

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0 93,530,344 1.36 0

未

知

未

知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8,449,

100

31,644,749 0.46 0

未

知

未

知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040,400 26,999,300 0.39 0

未

知

未

知

林富英 8,900 16,027,904 0.23 0

未

知

未

知

许锡龙 1,220,000 15,116,391 0.22 0

未

知

未

知

薛卓丹 1,928,100 13,574,200 0.20 0

未

知

未

知

黄世鑫 2,200,001 13,300,001 0.19 0

未

知

未

知

博时基金－农

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易方达基金－

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大成基金－农

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广发基金－农

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中欧基金－农

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南方基金－农

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0 8,038,800 0.12 0

未

知

未

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13名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新发展理念，围绕高质量发展，聚焦核心业

务突出主业，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不断深化改革，坚持真抓实干，圆满完成了全年预算指标，各项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1.65亿元，同比增长25.25%；利润总额1.79亿元，同比增长49.47%；新增

订货150.52亿元；回款137.21亿元。 截至2019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6.27%，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

势，效益持续快速增长。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

订）》（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

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对于按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

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部分非交易性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6,309,248.90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6,309,248.9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6,309,248.90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

6,309,248.9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准

则）

6,309,248.9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6,309,248.9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 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准则）转入

6,309,248.9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6,309,248.9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准

则）

6,309,248.90

减：转出至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6,309,248.9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加： 自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原准则）转入

6,309,248.9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

余额

6,309,248.90

C、首次执行日，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1,230,000.00 1,230,000.00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674,170,867.01

1,674,170,

867.01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25,301,214.91 125,301,214.91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计量类别

2018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 年 1 月 1 日

（变更后）

摊余成本：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575,000.00 575,000.00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1,273,557,589.70

1,273,557,

589.70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18,208,052.56 118,208,052.56

D、对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项目 合并未分配利润 合并盈余公积 合并其他综合收益

2018年12月31日

-5,750,910,

591.91

125,689,638.46 69,761,118.92

1、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

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重新计

量

2、应收款项减值的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

-5,750,910,

591.91

125,689,638.46 69,761,118.92

②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9月分别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格式作出了修订，本公司已根据其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已执行

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编制财务报表。 主要变化如下：

A、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行项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将“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行项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B、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行项

目；C、列报于“其他应收款” 或“其他应付款” 行项目的应收利息或应付利息，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

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支付的利息；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

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D、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行项目自“其他收益” 行项

目前下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行项目后，并将“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列于“资产减值损失” 行项目

之前；E、“投资收益”行项目的其中项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行项目。 本公司

根据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③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9�年 5�月 9�日，财政部发布了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施行，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进行调整。 新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准则修订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明确了准则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确认换入资产和终止确认换

出资产的时点，以及当换入资产的确认时点与换出资产的终止确认时点不一致时的会计处理原则；细化

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增加了有关披露要求。 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实施未对本公司本

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④新债务重组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9�年 5�月 16�日，财政部发布了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

9�号，以下简称“新债务重组准则” )，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施行，2019� 年 1� 月 1� 日至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新债务重组准则进行调整。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订了债务重组的定义；明确了

准则的适用范围；修订了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简化了债务重组的披露要求。 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未对

本公司本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10户， 详见本附注九 “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 本公司本年合并范围与上年相比未发生变化。

证券代码：

601106

证券简称：中国一重 公告编号：

2020--004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下午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和北京市以视频会议形式举行。应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7名,其中董事长隋炳利因

公出差，不能出席本次会议，特委托董事陆文俊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可以对需由董事会会议决定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会议经审议

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9亿

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56.22亿元。 本年度公

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项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同意《中国第一重型

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0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重或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一是向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重集团）支付房屋租金81.36万元、支付无形资

产使用费3,027.36万元、销售展示品3,942.89万元，全年预计交易金额共计7,051.61万元。 二是预计向控

股股东一重集团控股子公司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重新能源）支付运费9,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过去12个月内，公司

与一重集团及一重新能源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规定的上市公

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标准，

公司已按照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详见2019年12月5日披露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2019-030）。

（一）房屋租赁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一重集团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大连甘井子棉港

路1号房屋，租赁面积6730.85平方米；富拉尔基区红宝石办事处建华西街2号房屋，租赁面积5539.01平方

米。 租期自2018年7月13日开始，并于2021年7月13日租期届满。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2020年公司将向一重集团支付房屋租金为81.36万元。

（二）无形资产使用

为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经双方协商2014年一重集团将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和专有技术

31项许可给中国一重使用。 2014年12月双方签订了《专利和专有技术使用许可合同》，合同期限9年，使

用费用3,027.36万元/年。

根据上述协议，2020年公司将向一重集团支付技术使用费为3,027.36万元。

（三）展示品出售

中国一重利用部分标准试验件作为展示品，用于对外宣传展示一重集团核电制造实力。 为维护全体

股东的权益，降低公司相关费用支出，未来主要由一重集团负责对外宣传展示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为

此拟将该批展示品出售给一重集团，预计关联交易额为3,942.89万元。

（四）运输费用

根据公司2020年生产经营预算安排，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需使用一重新能源运输设备承运公司部

分产品，运输价格通过公开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9,000万元。

本项议案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隋炳利、陆

文俊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同意《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情况的

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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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形式举行。 公司

监事共有5名，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5名。 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可以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形成一致决议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29亿

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56.22亿元。 本年度公

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 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中对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合规性和合理性，因此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见如

下：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监管部门相关

规定。 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所包含信息符合公司

实际、符合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编制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审核意

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监管部门

相关规定；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所包含信息符合

公司实际、符合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同意《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0年，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重或公司）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一是向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重集团）支付房屋租金81.36万元、支付无形资

产使用费3,027.36万元、销售展示品3,942.89万元，全年预计交易金额共计7,051.61万元。 二是预计向控

股股东一重集团控股子公司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重新能源）支付运费9,000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过去12个月内，公司

与一重集团及一重新能源之间的关联交易已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5规定的上市公

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标准，

公司已按照规定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详见2019年12月5日披露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2019-030）。

（一）房屋租赁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与一重集团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大连甘井子棉港

路1号房屋，租赁面积6730.85平方米；富拉尔基区红宝石办事处建华西街2号房屋，租赁面积5539.01平方

米。 租期自2018年7月13日开始，并于2021年7月13日租期届满。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2020年公司将向一重集团支付房屋租金为81.36万元。

（二）无形资产使用

为更好地开展生产经营，经双方协商2014年一重集团将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和专有技术

31项许可给中国一重使用。 2014年12月双方签订了《专利和专有技术使用许可合同》，合同期限9年，使

用费用3,027.36万元/年。

根据上述协议，2020年公司将向一重集团支付技术使用费为3,027.36万元。

（三）展示品出售

中国一重利用部分标准试验件作为展示品，用于对外宣传展示一重集团核电制造实力。 为维护全体

股东的权益，降低公司相关费用支出，未来主要由一重集团负责对外宣传展示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为

此拟将该批展示品出售给一重集团，预计关联交易额为3,942.89万元。

（四）运输费用

根据公司2020年生产经营预算安排，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需使用一重新能源运输设备承运公司部

分产品，运输价格通过公开招标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年预计关联交易额为9,000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为。 该项关

联交易对中国一重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国家相关政策调整的需要， 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及2019年度财务报

告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能够如实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和实施情况，同意《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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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众环）为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负责公司

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2020年度审计费用分别为125万元和35万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性质：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历史沿革：中审众环始创于1987年，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

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2013年11月，按照国家财政部等有关要求转制为特殊普通合

伙制。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69号2-9层。

业务资质：中审众环已取得由湖北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证书编号：42010005），

是全国首批取得国家批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及金融业务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之

一，具有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颁发的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获得军工涉密业

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资格。

是否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中审众环自1993年获得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以来，一

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加入的国际会计网络：2017年11月，中审众环加入国际会计审计专业服务机构玛泽国际（Mazars）。

2.人员信息

2019年末，中审众环有合伙人130人，注册会计师1,350人，2019年较2018年新增365人，减少188人,

从业人员3,695人,首席合伙人为石文先先生。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900余人。

3.业务规模

2018年业务收入为116,260.01万元，净资产7,070.81万元。 2018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125家，截

至2020年3月1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159家。 2018年上市公司收费总额：17,157.48万元，资产均值：1,

252,961.59万元。

中审众环所审计的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房地产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具有公司所在行业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审众环每年均按业务收入规模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补充计提职业风险金，累计赔偿限额4亿元，

目前尚未使用，可以承担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审众环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中审众环最近3年未受

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处分；中审众环最近3年累计收（受）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为中国证监会各

地证监局出具的15封警示函，已按要求整改完毕并向各地证监局提交了整改报告。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闫丙旗，中国注册会计师（CPA），曾主持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大中型国

企的财务报表审计及专项审计，从事证券业务多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根据中审众环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项目质量控制负责人为陈俊，中国注册会

计师（CPA），中注协资深会员，曾主持多家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大中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改制审

计及专项审计，从事证券业务多年，现为北京质控中心负责人，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签字注册会计师：崔晓强，中国注册会计师（CPA），曾参与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大中

型国企的财务报表审计及专项审计，从事证券业务多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

注册会计师最近3年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及定价原则，较上一期审计费用的同比变化情况等。

1.审计费用定价原则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别相

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2.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

收费情况 2019年（万元） 2020年（万元） 增减（%）

财务报表审计 125.00 125.00 0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35.00 35.00 0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听取了 《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情况的汇

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审众环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好的诚信

状况，同意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2.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按照公司相关程序，将相

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拟续聘的2020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中审众环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拥有丰富的上

市公司执业经验和雄厚的专业技术力量，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计，能够满足公司

未来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同意续聘中审众环为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4.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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