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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以及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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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7日，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及上

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 ）、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成机械” ）以及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

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2016年生产经营计划及各子公司实际资金使用情况，庞源租赁、天成机

械及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拟在2016年内向银行申请总额为85,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庞源租赁拟

申请额度66,000万元，天成机械拟申请额度9,000万元，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拟申请额度10,000万元），用于

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等业务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战略发

展所需资金，授信期限以签署的授信协议为准，实际融资金额不超过总授信额度，以庞源租赁、天成机械及

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庞源租赁、天成机械及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以各

自公司的名义自主决定与各银行机构办理相关授信业务，并授权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上述

授信额度内代表该公司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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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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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在2016年度内为子公司提供合计额度不超过人

民币75,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已实际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6,000万元和1,6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6月7日，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公司为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

银行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 ）和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成机械” ）2016年度生产经营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情况，公司拟为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在

2016年内提供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为庞源租赁提供的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66,000万元，为天成机械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9,000万元，各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

要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公司最终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过总担保额度。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办理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银行融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具体事宜。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838号第6号房A区-120；

法定代表人：柴昭一

注册资本：54,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租赁，及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租、安装，机械配件修理、批

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起重机械安装维修，起重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

施工（凭资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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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 庞源租赁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99,953.72万元， 负债总额为150,300.04万元， 资产负债率

50.11%，净资产149,653.68万万元，营业收入83,798.58万元，净利润8,644.80万元。

2、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贡井区长土街张家山51号

法定代表人：王志荣

注册资本：22,442.85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环保化工设备制造、销售、安装；销售：建材、化工产品（危化品及

易制毒品除外）、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仪器仪表、机械

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 业务、设备租赁；运输机械、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给料机械的制造、安装、销售、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锅炉配件及钢结构的加工；进出口贸易；国内贸易。（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法规

规定需办理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目，后置许可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15年度，天成机械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1,180.92万元，负债总额为10,549.14万元，资产负债率33.83%，

净资产20,631.78万元，营业收入11,429.76万元，净利润979.15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公

司拟在2016年内拟向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提供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5,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其中，为庞源租赁提供额度为人民币66,000万元，为天成机械提供额度为人民币9,000万元，各子公司

按业务需要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授信，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与融资贷款银行协商确

定。

四、董事会意见

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组织机构健全、管理制度较为完善，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

状况；公司本次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属日常业务发展需要，能够确保其生产经营中

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子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需要。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该项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庞源租赁和天成机械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

控，其所从事的业务是公司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财务指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条件，公司本次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项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为止，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800万元，其中，为宁波浙建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人民币1,2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子公司庞源租赁提供人民币13,2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子公司天成机械提供人民币1,6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子公司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南通庞源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8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担保金额占公司2015年经审计后净资产的5.41%；

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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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

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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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下属17家子公司———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福建开辉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贵州庞源机

械工程有限公司、湖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庞源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河南兴源建筑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四川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庞源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庞源吊装运输有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上海颐东机械施工工程有限

公司、新疆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浙江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拟在2016年度

内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已实际为下属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6年6月7日，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银行融资担保额度

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6年生产经营计划，为了保证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 ）

各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庞源租赁拟为其下属子公司在2016年内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庞源租赁下属各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与银行签订担保协议，

庞源租赁最终实际担保金额将不超过总担保额度。

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庞源租赁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办理对外担保的具体事宜，并授权庞源租

赁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代表该公司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庞源租赁下属17家子公司基本情况

（1）、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新河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檀时全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租赁，及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租、安装、机械配件修理、批

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凭资质经营）、起重机械安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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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开发区鑫隅街777号

法定代表人：檀时全

注册资本：7,900�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租赁机械设备；装卸搬运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福建开辉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清市融侨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

法定代表人：汪许林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机械设备、建筑设备租赁服务、安装（凭有效资质证书经营）；装卸搬运服务；

起重机械维修。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4）、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揽月路80号科技创新基地综合楼第二层212单元

法定代表人：汪许林

注册资本：3,600万元

经营范围：装卸搬运；起重设备安装服务；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机械零部件加

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梯安装工程服务；电气设备修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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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贵州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阳科技产业园标准厂房辅助用房B694室

法定代表人：曹坚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

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

自主选择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建筑设备、机械工程设备租赁、安装。、；装卸搬运服务。※※许可经营项目：

无。 ※※※)

（6）、湖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科技园研发大楼226室

法定代表人：胡庆云

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安装，维修；建筑工程机械租赁；提供施工设备技术服务；装卸搬运服务；机械

配件加工、修理；吊装设备技术研发，吊装设备配件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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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海南庞源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洋浦经济开发区盐田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大楼东区1-1-302

法定代表人：王敬东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租、安装；机械配

件加工、修理、批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

（8）、河南兴源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二七区淮南街22号院9号楼1层2号

法定代表人：孟庆军

注册资本：1,305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的租赁、安装、拆卸；装卸、搬运服务。

（9）、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和鑫路37号

法定代表人：柯义华

注册资本：3,100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机械设备租赁、安装；机械配件加工、维修、销售；装卸搬运服务；起重机械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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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开发区南区金川路西、文昌路南

法定代表人：顾龙

注册资本：8,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及其设备租赁；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

租；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及其配件加工、修理；机械设备配件批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国家

有关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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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四川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抚琴小区抚琴街南三巷1号6栋2楼3号

法定代表人：羊依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起

重设备安装工程；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的配件加工、修理；商

品批发与零售。

（12）、山东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历城区仲宫镇南庄村庞源路8号

法定代表人：尚立强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机电设备（不含特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市政公用工程（凭资质证经营）；建筑工程机

械及设备租赁；提供施工的设备服务；为道路运输服务的搬运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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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上海庞源吊装运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1288号1幢4层A区445室

法定代表人：尚立强

注册资本：936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设备及机械设备租赁，及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租、安装，机械配件修理、批

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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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上海庞源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腾路1288号1幢3层E区392室

法定代表人：黄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机械租赁，销售机电配件、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监

控、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金属结构件加工，机械配件加工、修理，装卸搬运服务，起重设备安装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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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上海颐东机械施工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陈家镇北陈公路1454号102室

法定代表人：黄健

注册资本：800万元

经营范围：地基与基础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机械设备租赁，装卸搬运服务，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

程，预应力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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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新疆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嵩山街229号112室（1楼12室）

法定代表人：秦乾宸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无（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需取得专项审批待取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文

件或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书后方可经营， 具体经营项目期限以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为

准）：建筑设备，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安装；机械配件维修、售后服务及销售，装卸搬运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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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浙江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宁经济开发区隆兴路118号内主办公楼3楼320室

法定代表人：耿洪彬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建筑工程用机械安装；建筑工程用机械与设备租赁；起重机械维修；装卸搬运

服务（除站场内）（以上范围涉及特种设备安装、维修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2、庞源租赁下属17家子公司2015年度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

1

安徽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5,212.77 856.25 639.19 14,340.21 11,183.68 77.99

2

北京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7,355.22 -393.31 -303.48 33,774.15 24,610.49 72.87

3

福建开辉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3,164.39 298.06 259.51 8,740.19 3,785.03 43.31

4

广东庞源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

9,699.64 1,504.07 1,367.90 25,812.13 15,487.64 60.00

5

贵州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1,951.12 166.20 172.23 5,407.21 3,837.31 70.97

6

湖北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4,642.83 518.46 400.58 10,491.83 7,338.81 69.65

7

海南庞源建筑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207.51 -66.68 -54.03 5,175.98 2,979.56 57.57

8

河南兴源建筑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

3,737.11 267.92 134.43 9,821.41 7,782.82 79.24

9

江苏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6,767.77 918.95 712.81 20,122.37 13,471.71 66.95

10

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10,262.53 1,367.72 1,214.94 34,394.26 21,073.12 61.27

11

四川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3,804.40 757.12 642.08 12,929.80 7,509.70 58.08

12

山东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2,329.57 336.94 251.83 9,056.04 8,407.35 92.84

13

上海庞源吊装运输有限公

司

549.33 -21.18 -26.97 3,614.89 3,148.70 87.10

14

上海庞源机械施工有限公

司

5,713.80 492.39 367.74 11,913.56 5,902.27 49.54

15

上海颐东机械施工工程有

限公司

1,679.63 312.94 234.08 3,418.17 2,272.84 66.49

16

新疆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2,007.80 80.07 107.30 6,141.19 5,323.39 86.68

17

浙江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

5,423.10 1,112.34 825.76 17,632.09 7,968.94 45.2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庞

源租赁拟在2016年内向其下属子公司提供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银行融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庞源租赁下属各子公司按业务需要向银行申请办理融资授信，担保协议主要内容由庞源租赁下属各子

公司与融资贷款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该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和融资需要，且庞源租赁下属各子

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有较强的盈利和偿债能力，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承担的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本次担

保符合庞源租赁和公司整体发展利益；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该项担

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为其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有利于庞源租赁整体经营活动的开展，符合庞源租赁和公

司整体发展利益，且庞源租赁下属各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有较强的盈利和偿债能力，庞源租赁的担保风险

在可控范围内，该担保事项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影响到庞源租赁的持续经营能力；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担保事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为止，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800万元整， 为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800万

元，合计担保金额占公司2015年经审计后净资产的5.41%；无逾期担保。 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累计对外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系庞源租赁为其下属子公司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800万元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53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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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位于金花北路418号的

公司办公大楼附着的9,725.6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用于办公经营。

● 过去12个月内存在有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西安市金花

北路418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事项，年租金为482.22万元，租赁期至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搬迁完

毕之日解除。

一、关联交易概述

目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搬迁工作即将完成，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

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机集团” ）签署的租赁金花北路418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亦即将解除。鉴于公司作为办公经营之

用的办公大楼位于上述地址，为了维护公司正常的办公经营需要，公司拟向建机集团租赁位于西安市金花

北路418号的公司办公大楼附着的9,725.69平方米土地（以下简称“该宗土地” ）的使用权。

鉴于上述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存在有公司租赁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

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事项，租金为32元/平方米/年（其中含14元土地使用税），合计年租金为

482.22万元，租赁协议随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

二、关联方介绍

1、建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杨宏军，注册资本：18,920万元，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金花北路418号，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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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

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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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5年度，建机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69,517.63万元，净资产319,575.02万元，营业收入72,115.95

万元，净利润-2,061.4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本次交易的标的是：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所有的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的9,725.69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

2、公司拟租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建机集团，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使用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租赁方式为包租方式。

2、租赁价格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采用包租的方式向建机集团租赁其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的公司办公大楼附着的9,725.69

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用于公司办公经营。 该宗土地租金为32元/平方米/年（其中含14元土地使用税），合

计年租金为311,222元，租期10年，租金每半年支付一次，于每年6月底前缴付清上半年的租金，12月底前缴付

下半年租金，考虑土地计价变化因素，每十年修订一次上述租金价格。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办公经营场所的需要，便于公司日常办公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6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宏军、李长安、申占东先生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及其

余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此项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59）。

2、公司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详细了解了该事项发生

的背景，审慎地分析了该项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同意将《关于公司向陕西建设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陕西建设

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的办公经营需要，便于公司日常办公的有序开展；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交易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遵循

了一般商业原则，定价公平、合理；

（3）、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

（4）、本次关联交易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当地同类租赁项目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遵循了市场原

则，价格公允；

（2）、本次关联交易满足了公司对日常办公经营场所的需要，便于公司经营工作开展；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

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原签订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和《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双方

约定，公司租赁建机集团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年租金为482.22万元，

租赁协议至公司生产经营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详见公司2016年4月28日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6）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4、《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5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原《综合服务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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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机集团” ）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双方约定，由建机集团向公司提供原位于金花北

路418号厂区的消防、保安、卫生、绿化、垃圾清运，道路维修，生产用水系统维修及生产厂房、办公楼的物业

管理和维修等综合服务，以上服务项目全部费用87,500元/月，全年合计综合服务费用1,050,000元/年，协议

有效期为三年，从2014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

根据西安市城市发展规划，上述厂区宗地用途发生改变，公司生产经营区域将搬迁至西安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泾渭新城泾朴路9号，故原《综合服务协议》随即自搬迁完毕之日起解除。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55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签署《综合服务协议》的关联

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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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新的《综合服务协议》，

由其向公司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朴路9号的厂区提供物业管理、维护、保安、卫生、绿化、

垃圾清运等综合服务。

● 过去12个月内存在有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原位于西安市金花北

路418号厂区提供综合服务的事项，服务费用为每年1,050,000元，协议至公司生产厂房搬迁完毕之日解除。

一、关联交易概述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搬迁工作即将完成，为了维护公司新厂区正常生产经

营的需要，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机集团” ）签署新的

《综合服务协议》，双方协商约定由建机集团向公司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朴路9号的厂区

提供物业管理、维护、保安、卫生、绿化、垃圾清运等综合服务。

鉴于上述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存在有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向公司原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

号厂区提供综合服务的事项，服务费用87,500元/月，全年合计综合服务费用1,050,000元/年，协议随公司生

产经营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

二、关联方介绍

1、建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杨宏军，注册资本：18,920万元，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金花北路418号，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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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

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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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5年度，建机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69,517.63万元，净资产319,575.02万元，营业收入72,115.95

万元，净利润-2,061.4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 建机集团向公司位于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朴路9号的厂区提供物业

管理、设施维护、保安、卫生、绿化、垃圾清运等综合服务。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按照服务内容参考当地同类服务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签署新的《综合服务协议》，双方协商约定：由建机集团向公司位于西

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朴路9号的厂区提供物业管理、维护、保安、卫生、绿化、垃圾清运等综合服

务，以上项目服务费用为30,000元/月，全年共计360,000元，协议有效期为三年。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维护公司新厂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安全卫生整洁的生产办公环境，便于统

筹公司内的物业管理。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6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原《综合服务协议》并签署新的《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宏军、李长安、申占东先生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及其

余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此项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59）。

2、公司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详细了解了该事项发生

的背景，审慎地分析了该项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同意将《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解除原<综合服务协议>并签署新的<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综合服务协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维护公司新厂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保障安全卫生整洁的生产办公环境，便

于统筹公司内的物业管理；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按照服务内容参考同类服务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遵循了一般

商业原则，定价公平、合理；

（3）、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制度，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

（4）、本次关联交易中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参考同类服务市场价格，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遵循了市场原则，价格

公允；

（2）、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维护公司新厂区正常生产经营办公环境需要，便于公司厂区内的物业管理；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

循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4、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建机集团原签订有《综合服务协议》，建机集团向公司原位于西安市金花北路418

号厂区提供综合服务，服务费用87,500元/月，全年合计综合服务费用1,050,000元/年，协议随公司生产经营

区域搬迁完毕之日解除。（详见同日公司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原<综合服务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4）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4、《综合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56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南通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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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南通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人民币800万元，本次担保前公司未有对南通庞源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人民币16,8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南通庞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庞源” ）是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庞源租赁” ）的全资子公司。 为缓解流动资金紧张的

状况，南通庞源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城东支行申请办理8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一年，由

公司对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经公司审查，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要求。

2、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6年6月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南通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8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经公司9名董事审议

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南通庞源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城东支行申请办理的

8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开发区南区金川路西、文昌路南；

2、法定代表人：顾龙

3、注册资本：8000万元

4、经营范围：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机械及其设备租赁；带操作人员的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出

租；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建筑工程机械及其配件加工、修理；机械设备配件批发、零售；装卸搬运服务。（国家

有关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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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科目 2015年度 2016年3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394 33,420

负债总额 21,073 20,444

资产负债率 61.27% 61.17%

净资产 13,321 12,976

营业收入 10,263 860

净利润 1,215 70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南通庞源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城东支行申请办理的8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 由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一年。具体担保事项由南通庞源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向银行提出申请，经与本公司协

商后办理担保手续。

四、董事会意见

南通庞源是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的全资子公司，管理制度较为完善，财务状况稳定，有较强的盈利和偿

债能力，公司可以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较小；公司本次对南通庞源银行借款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能够满足其日常经营中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其业务的稳定发展。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该项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南通庞源是公司子公司庞源租赁的全资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有较强的盈利和偿债能力，公司可以及

时掌握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其相关财务指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条件。本项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该项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为止，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6,800万元整，其中，为宁波浙建机

械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1,200万元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子公司庞源租赁提供人民币13,200万元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子公司自贡天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1,6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子公

司庞源租赁下属子公司南通庞源提供人民币8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计担保金额占公司2015年经审

计后净资产的5.41%；公司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2016-057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

损失补偿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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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易内容：因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前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

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

拟与建机集团签署《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

● 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相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的关联人进行同类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西安市城市发展规划，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机集团” ）将公司原租赁的位于金花北路418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

地交由西安市储备交易中心储备，原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将自搬

迁完毕之日起解除。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与建机集团签订

《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

鉴于上述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建机集团未发生过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建机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杨宏军，注册资本：18,920万元，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

区金花北路418号，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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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房屋道路修建、

普通货物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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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5年度，建机集团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69,517.63万元，净资产319,575.02万元，营业收入72,115.95

万元，净利润-2,061.49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的标的是：建机集团因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而对由此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补偿项目分两部分：一部分为公司申报的部分实物资产由公司和建机集团共

同委托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的因搬迁造成损失及搬迁费用，实物资产主要为：房

屋建筑物、绿化苗木、机器设备等；另一部分为根据市场公允价值，双方协商因提前解除协议造成部分设备

提前报废（减值）损失、因搬迁产生的设备维修等费用以及因搬迁造成的停工停产等生产经营影响损失。

2、公司租用的建机集团建设用地为公司成立以来的生产、办公经营场所，其地上的机械设备、生产设

施、办公用品等所有的资产均属于公司，所有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其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公司自2001年12月即租赁建机集团位于金花北路418号的150,700.9平方米土地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

主要从事道路工程机械系列产品、金属钢结构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设备租赁等的经营活动，近年来公司所有

的生产设施、机械设备均运作正常。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价格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 ）对截至2016

年2月29日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绿化苗木、机器设备的搬迁损失及搬迁费用的评估价值88,998,837.00元，另

一部分为根据市场公允价值，双方协商因提前解除协议造成部分设备提前报废（减值）损失、因搬迁产生的

设备维修等费用以及因搬迁造成的停工停产等生产经营影响损失15,000,000.00元， 两项合计103,998,837.00

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方法：依据本次评估目的，对房屋建筑物、绿化苗木、部分机器设备等评估对象，按其搬迁造成损

失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用重置成本法、市场法评估；对可搬迁异地使用的部分机器设备，估算其搬迁安装费

用及损失确定评估值。

2、评估结果：公司申报的实物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值51,342,624.52元。因搬迁造成损失的不含税

评估值及搬迁费用的评估值的合计值为88,998,837.00元。 详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产权持有单位：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基准日：2016年2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损失及搬迁费评估价

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100%

1 流动资产 - - -

2 非流动资产 51,342,624.52 88,998,837.00 37,656,212.48 73.34

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4 投资性房地产 - -

5 固定资产 51,342,624.52 88,998,837.00 37,656,212.48 73.34

其中：建筑物 45,946,072.23 78,282,441.00 32,336,368.77 70.38

设备 5,396,552.29 7,571,126.00 2,174,573.71 40.29

苗木 - 3,145,270.00 3,145,270.00

6 无形资产

7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

9 资产总计 51,342,624.52 88,998,837.00 37,656,212.48 73.34

3、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4、重要假设前提

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

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交易

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

作出理智的判断。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异地持续使用假设：假设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可搬迁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后不改变用途，异地继续使

用。

特殊假设：

（1）、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济不发生重大变化。

（2）、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政策无重大变化。

（3）、本次评估的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准日的

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4）、本次评估假设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5）、本次评估假设按照现价计算的资产，补偿后苗木、房屋和不可拆迁的设备资产产权归征迁人所有。

（6）、评估范围仅以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表为准，未考虑委托方及产权持有单位提

供清单以外可能存在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一般会失效。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拟与建机集团签订《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其具体内容如下：

1、双方同意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公司自本协议生效后六个月

内自行解决生产场地，将原租赁土地上属于公司的机械设备、生产设施、办公用品等悉数迁离搬走，并将土

地使用权归还建机集团。

2、建机集团同因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及《土地使用权租赁补充协议》而对由此给公司造成的

损失给予补偿，补偿项目分两部分：一部分为由双方共同申请的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的损失88,998,

837.00元；另一部分为根据市场公允价值，双方协商因提前解除协议造成部分设备提前报废（减值）损失、因

搬迁产生的设备维修等费用以及因搬迁造成的停工、停产等生产经营影响损失15,000,000.00元，两项补偿共

计103,998,837.00元。

3、补偿款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双方同意补偿款分期给付，自补偿协议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付清；第1个月内付补偿款的30%，第2～5个

月，每个月付补偿款的15%，最后1个月付补偿款的10%，每期均应在当月底前付清。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 通过该补偿协议的签订， 可使公司获得部分实物资产因搬迁造成损失补偿及搬迁费用补偿款共计

103,998,837.00元，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及后续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发展战略的全

面实施。

2、公司搬迁后，其产品结构将会优化升级，工艺路线进一步优化，信息化控制手段将大幅度提升。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6年6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的议案】。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杨宏军、李长安、申占东先生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及其

余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此项议案。（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059）。

2、公司独立董事李敏、宋林、张敏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核，详细了解了该事项发生

的背景，审慎地分析了该项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同意将【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

补偿协议》。

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旨在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公司搬迁工作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是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

司对公司因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所涉及的部分实物资产因搬迁造成损失及搬迁费用进行评估以及

交易双方根据市场公允价值协商得出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相关资产评估假设

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

则，资产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3）、有关关联董事遵守了回避表决的制度，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履行了诚信义务；

（4）、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交易协议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定价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是由双方共同委托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

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和市场公允价值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

（2）、本次关联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公司搬迁工作的顺利实施，有助于公司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了

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资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

符合相关规定和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稳健，符合谨慎性原则，资产评估结果具

有公允性、合理性，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4、本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与该本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公司控股股东

建机集团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本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4、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2016]第703号；

5、《解除<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损失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984� � � �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16-05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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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6年6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6年6月23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6年6月23日

至2016年6月23日

（下转B8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