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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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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名。董事侯梦春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李国伟

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1.3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高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荪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明声明：保

证本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ST 建机 

股票代码 600984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海红 李晓峰 

联系地址 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 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 

电话 029-82592288 029-82592288 

传真 029-82522830 029-82522830 

电子信箱 zqc_scmc_s@163.com zqc_scmc_s@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2.2.1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770,714,600.89 701,999,241.69 9.79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351,649,086.26 349,839,874.41 0.52

每股净资产(元) 2.48 2.47 0.40

 报告期（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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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2,215,074.41 -26,266,983.63 108.43

利润总额 2,241,127.42 -26,132,277.31 108.58

净利润 2,309,211.85 -26,126,541.25 108.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848,853.19 -26,241,041.62 107.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2 -0.18 1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0.02 -0.18 111.11

净资产收益率(%) 0.66 -7.47 增加 108.84 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011,236.33 34,571,508.50 -166.5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16 0.24 -166.67

 

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其他非经常性营业外净收入 26,053.01

以前年度减值准备的冲回 515,545.41

所得税影响数 -81,239.66

合计 460,358.66

 

2.2.3 国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适用 √不适用  

 

§3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3.1 股份变动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3.2 股东数量和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8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总数 

报告

期内

增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4.95 35,312,883 - 35,312,883 
质押

13,800,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7.96 25,424,833 - 25,424,833 未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17.20 24,347,042 - 24,347,04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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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3.60 5,099,610 - - 未知 

李秋连                      其他 1.62 2,288,800 - - 未知 

包头市信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其他 1.52 2,145,070 - - 未知 

毛自清        其他 0.93 1,315,584 - - 未知 

新时代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1 1,141,527 - - 未知 

乌克学                  其他 0.74 1,046,156 - - 未知 

翁楚娟                     其他 0.74 1,041,660 - -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5,099,610 人民币普通股 

李秋连              2,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包头市信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145,070 人民币普通股 

毛自清                     1,315,584 人民币普通股 

新时代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141,527 人民币普通股 

乌克学           1,046,156 人民币普通股 

翁楚娟                      1,041,660 人民币普通股 

方宗珍               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贾淑芹             8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戴文荣                   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发起人股东相互之间及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况。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3.3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变更的日期 2007 年 8 月 22 日 

刊登日期和报刊 2007 年 8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4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1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适用 √不适用  

§5 董事会报告 

5.1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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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或分

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工程机械行业 121,728,639.83 97,635,678.67 19.79 2.31 -6.15 增加 7.22 个百分点 

钢结构行业 79,052,284.23 72,562,581.10 8.21 92.81 60.61 增加 18.41 个百分点

分产品  

摊铺机 115,037,357.78 91,988,537.88 20.04 1.29 -7.51 增加 7.61 个百分点 

钢结构产品 79,052,284.23 72,562,581.10 8.21 92.81 60.61 增加 18.41 个百分点

 

5.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东北区 564 25.33

华北区 1,861 -65.51

华东区 13,867 132.75

华南区 1,238 110.90

华中区 2,977 -2.81

西北区 561 -75.88

西南区 403 1,339.29

合 计 21,471 20.57

 

5.3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4 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主导产品大型沥青混凝土摊铺机实施了“OEM”的营销方式，由于受国外进口件到货晚的影

响，销量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但销售毛利率有较大提高。本期工程机械类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31%，营业利润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7.22%。 

在钢结构产品，公司继续加大对铁路施工装备——桥梁运架设备投入力度，进一步扩大钢结构生

产规模，本期钢结构产品类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92.81%，营业利润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18.41%。 

 

5.5 利润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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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04 年通过首次发行募集资金 24,267.40 万元，截至 2006 年末全部资金已累计使用完

毕，其中除摊铺机产品系列化替代进口技术改造项目因市场需求变化，经公司 200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批准，决定暂停实施该项目外，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实施结束。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5.6.1 募集资金运用 

□适用 √不适用 

 

5.6.2 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7 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适用 √不适用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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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9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10 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重要事项 

6.1 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6.1.1 收购资产  

□适用 √不适用 

 

6.1.2 出售资产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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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

状况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6.2 担保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

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联方担保

（是或否） 

宁波浙

建机械

贸易有

限公司 

2006 年 6 月 9

日 

2,000

 

连带责

任担保 

2006 年 6

月 9 日～

2008 年 6

月 8 日 

否 否 

宁波浙

建机械

贸易有

限公司 

2006 年 9 月 19

日 

1,000

 

连带责

任担保 

2006 年 9

月 19 日～

2008 年 9

月 18 日 

否 否 

宁波德

力机械

有限公

司 

2006 年 9 月 19

日 

2,000

 

连带责

任担保 

2006 年 9

月 19 日～

2008 年 9

月 18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 5,00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公司担保总额（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5,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4.22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D）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6.3 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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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 √不适用 

  

6.4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6.5 其它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6.5.1 公司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和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2 公司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拟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6.5.3 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本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和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23 日签署了《资产划转协议书》，约定将陕西建工集团总公司所属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整体划转至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划转范围包括建设集团的全

部资产（包括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负债、人员，并承继陕西建

工集团总公司对建设集团银行借款所履行的担保责任。 

2007 年 4 月 26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出具了《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划转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陕政函[2007]51 号），同日，陕西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转发省人民政府＜关于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

有资产划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的通知》（陕国资发[2007]112 号），

同意将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有资产整体划转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 2007 年 8 月 22 日，此次划转应当履行的批准程序、登记程序已经全部完成，《企业国有资

产产权登记证》的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已办理完毕。至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陕西煤业

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述事项的公告已分别于 2007 年 3 月 26 日、2007 年 5 月 8 日和 2007 年 8 月 23 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2、公司首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于 2007 年 8 月 1 日上市流通，此次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2,504,642 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公告》已在 2007 年 7 月 2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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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财务报告 

7.1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未经审计  □审计  

7.2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07 年 0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五、1 51,170,677.58 10,508,308.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五、2 20,621,400.00 2,280,000.00

应收账款 五、3 211,275,293.02 168,827,971.27

预付款项 五、5 38,602,911.56 28,682,722.13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五、4 8,111,817.01 9,902,037.93

存货 五、6 179,484,352.55 214,092,837.2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待摊费用  624,374.81 166,054.27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09,890,826.53 434,459,931.4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五、8 81,600.00 81,600.00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五、9 234,796,366.18 242,487,675.44

在建工程 五、10 16,232,187.15 14,867,903.69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五、11 3,324,180.22 3,673,039.7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五、12 765,705.00 873,44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五、13 5,623,735.81 5,555,651.38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0,823,774.36 267,539,310.25

资产总计  770,714,600.89 701,999,2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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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续）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五、14 296,500,000.00 215,7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五、15 75,337,395.75 66,891,385.73

预收款项 五、16 13,478,891.34 25,735,266.86

应付职工薪酬 五、17 4,863,748.69 5,581,512.90

应交税费 五、18 9,587,363.36 3,630,433.34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2,291,500.00 4,291,500.00

其他应付款 五、19 17,006,615.49 30,329,268.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419,065,514.63 352,159,367.2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419,065,514.63 352,159,367.2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五、20 141,556,000.00 141,556,000.00

资本公积 五、21 257,369,780.32 257,869,780.32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五、22 16,498,535.46 16,498,535.46

未分配利润 五、23 -63,775,229.52 -66,084,441.3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351,649,086.26 349,839,874.4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770,714,600.89 701,999,241.69

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荪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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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五、24 214,708,147.94 178,961,842.81

减：营业成本 五、25 177,771,426.18 162,717,628.65

营业税金及附加 五、26 1,784,469.14 1,412,065.28

销售费用 五、27 4,914,264.30 11,514,824.15

管理费用  16,624,003.20 20,534,832.17

财务费用 五、28 10,735,835.85 8,938,132.38

资产减值损失  663,074.86 111,343.8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215,074.41 -26,266,983.63

加：营业外收入  77,384.00 139,706.32

减：营业外支出 五、29 51,330.99 5,000.00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2,241,127.42 -26,132,277.31

减：所得税费用 五、30 -68,084.43 -5,736.0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309,211.85 -26,126,541.25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2 -0.1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2 -0.18

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荪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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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75,867,952.09 206,393,264.2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5,867,952.09 206,393,264.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8,299,700.10 119,572,595.9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684,814.44 22,209,080.9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22,941.32 7,515,341.3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31 16,271,732.56 22,524,737.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8,879,188.42 171,821,75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11,236.33 34,571,508.5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390,558.85 2,579,981.47

投资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390,558.85 2,579,981.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0,558.85 -2,579,981.4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43,500,000.00 50,000,000.0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43,500,000.00 50,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62,700,000.00 79,34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735,835.85 9,548,132.38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5,435,835.85 88,888,132.3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64,164.15 -38,888,132.38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662,368.97 -6,896,605.3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508,308.61 38,254,021.06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1,170,677.58 31,357,4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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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资料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1．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309,211.85 -26,126,541.25

加：资产减值准备  663,074.86 111,343.81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

产折旧 
 9,610,255.67 9,925,768.79

无形资产摊销  348,859.52 565,257.49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107,735.00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458,320.54 -651,765.64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1,139,760.0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

失（收益以“－”号填列）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10,735,835.85 8,938,132.38

投资损失（收益以“－”号填列）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68,084.43 -5,736.06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存货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35,124,030.09 40,479,917.10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

列） 
 -70,097,310.53 -41,653,696.66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

列） 
 -11,286,523.67 44,128,588.54

其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11,236.33 34,571,508.50

2．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一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51,170,677.58 31,357,415.7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0,508,308.61 38,254,021.06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662,368.97 -6,896,605.35

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荪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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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2007 年 1-6 月 

编制单位: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41,556,000.00 257,869,780.32  16,498,535.46 -71,640,092.75 344,284,223.03

加：会计政策变更     5,555,651.38 5,555,651.38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141,556,000.00 257,869,780.32  16,498,535.46 -66,084,441.37 349,839,874.41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500,000.00   2,309,211.85 1,809,211.85

（一）净利润     2,309,211.85 1,809,211.85

（二）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

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净

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

单位其他所有者权

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

益项目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 

      

4．其他  -500,000.00    -500,000.00

上述（一）和

（二）小计 
    2,309,211.85 2,309,211.85

（三）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股

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41,556,000.00 257,369,780.32  16,498,535.46 -63,775,229.52 351,649,0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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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同期金额 

项目 实收资本 

(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

库存

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141,556,000.00 257,869,780.32  16,498,535.46 -11,965,470.42 403,958,845.36

加：会计政策变更    5,206,051.37 5,206,051.37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141,556,000.00 257,869,780.32  16,498,535.46 -6,759,419.05 409,164,896.73

三、本年增减变动

金额（减少以

“－”号填列） 

    -26,126,541.25 -26,126,541.25

（一）净利润     -26,126,541.25 -26,126,541.25

（二）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

损失 

      

1．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

资单位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的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

权益项目相关的所

得税影响 

      

4．其他       

上述（一）和

（二）小计 
    -26,126,541.25 -26,126,541.25

（三）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1．所有者投入资

本 
      

2．股份支付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3．其他       

（四）利润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       

2．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3．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1．资本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

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

亏损 
      

4．其他       

四、本期期末余额 141,556,000.00 257,869,780.32  16,498,535.46 -32,885,960.30 383,038,355.48

公司法定代表人:高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荪强           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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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报表附注 

7.3.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 

7.3.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重大变化。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  峰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