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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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杜俊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临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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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518,089.02 1,453,377,933.16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1,188,826.37 1,071,246,161.65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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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66,610.87 -77,859,969.1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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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32,488.44 158,608,219.68 -2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71,613.67 -18,923,094.1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48,302.49 -21,280,754.2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1.54 增加 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1 -0.054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1 -0.054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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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6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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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773.7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81,197.5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414.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934.96  

所得税影响额 0.00  

合计 3,776,6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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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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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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 
147,991,448 42.77  无  国有法人 

谢慧明 17,295,440 4.9985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693,804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余思远 1,678,901 0.49  无  境内自然人 

陈艳荣 1,554,600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娜 1,552,600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力 1,390,000 0.4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军 1,262,800 0.36  无  境内自然人 

杨燕宜 1,219,400 0.35  无  境内自然人 

郑艾 1,125,700 0.33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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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147,991,448 人民币普通股 147,991,448 

谢慧明 17,295,44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5,440 

黄平 1,693,804 人民币普通股 1,693,804 

余思远 1,678,901 人民币普通股 1,678,901 

陈艳荣 1,55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4,600 

李娜 1,5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2,600 

杨力 1,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000 

赵军 1,2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800 

杨燕宜 1,2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9,400 

郑艾 1,12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发起人，与公司存

在一定关联交易。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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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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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1）全面推行归零赛马、对赌机制，严格目标责任考核 

报告期内，公司已全面推行归零赛马、对赌机制，将公司业绩考核对象分为标准股份本部、

标准国贸、标准欧洲、标准供应链、标准菀坪、标准海菱六个赛马团队，各赛马团队的领队由各

公司负责人担任，与公司签订 2020年一季度归零赛马专项军令状并缴纳相应对赌金。目前，公司

已完成各赛马团队 2020年一季度目标责任考核，以目标完成情况对照军令状，严格按照军令状相

关条款约定，对完成目标的赛马团队领队进行奖励，对未完成目标的赛马团队领队严格按照完成

率扣除相应对赌金。归零赛马、对赌机制的推行，增强了公司广大干部职工对于企业发展、涅槃

重生的信心和力量，为公司在一季度应对疫情等不利因素的考验，实现减亏，发挥了重要作用。 

（2）快速推进供应链业务，以增量效应提高公司运营质量 

公司出资 3500万元，并引入战略投资人陕鼓集团出资 1000万元，在控股股东标准集团的支

持下，共同成立标准供应链公司，新公司已于 2020年 2月 17日获得营业执照。目前，标准供应

链已完成部分职业经理人和关键岗位人员的招聘，业务运行也逐步走上正轨。 

（3）总包西安某集团公司口罩生产线项目，践行发展模式的转变 

公司发展战略中的发展模式转变，要从单一缝制设备供应商向环境与服饰领域的系统解决方

案商和系统服务商转变，为客户提供以环境与服饰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的设备、工程、运

营、服务、金融、供应链、智能化七大增值服务。疫情期间，在西安市国资委统一部署下，公司

总包西安某集团公司口罩生产线项目。项目过程中，公司积极整合陕鼓集团施工力量和行业内口

罩生产线资源，保证了项目按预期时间节点顺利完成。该项目在公司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是公司从单一缝制设备供应商向设备、工程、服务、供应链等增值服务领域切入的

重要尝试，践行了“要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品找客户”的市场理念。 

（4）强化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物联网项目完成 T-IMMS软件系统 V2.0版本的升级与测试，完成人脸识别功

能的初步测试；公司采用图像识别技术的全自动缝纫机，通过技术消化，在国内完成样机组装；

在 TC762自动模扳机的基础上研发成功针杆旋转及激光切刀装置，已投放市场；完成 TC9500全自

动口罩生产线的设计及试制工作，样机己完成。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 6项，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 

（5）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助力“战疫”一线 

公司生产的超声波粘合机、热风机可用于防护用品的生产，疫情期间公司克服生产、运输等

种种困难，为防护物资生产企业以最快速度提供生产设备，指派专业技术人员达到用户现场，在

设备安装、技术调试上提供专业服务，获得客户的认可。同时，向陕西省内医院和防护物资生产

企业捐赠 9台缝制设备，公司全体党员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款，为战胜疫情贡献一份力量。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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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元：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70,956,527.41 376,603,836.60 -54.61 主要因本期银行理财支出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0,928,126.88 3,569,320.60 206.17 主要因子公司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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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205,752,248.87 7,449,475.02 2661.97 主要因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开发支出 862,873.49   主要因本期新增研发项目所致 

应付票据 9,476,000.00 28,344,290.00 -66.57 主要因本期票据支付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11,477,795.60 7,372,843.95 55.68 主要因预收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4,309,314.13 7,439,835.64 -42.08 主要因疫情影响研发项目推进放

缓所致 

财务费用 -1,187,531.48 8,152,975.22 -114.57 主要因人民币汇率变动导致汇兑

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2,061,773.74 579,809.06 255.60 主要因本期享受疫情期间社保补

贴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81,197.59 619,998.71 187.29 主要因本期理财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97,616.09   主要因本期应收账款回款较上年

同期增加，信用减值损失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615,375.90  

资产处置收益 21,066.45 -18,450.68 214.18 主要因本期资产处置获得收益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586.00 1,574,426.74 -99.07 主要因上期菀坪铸件关停收到政

府补偿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000.00 20,096.85 104.01 主要因疫情期间捐赠缝制设备所

致 

归母净利润 -10,071,613.67 -18,923,094.18 46.78 主要因本期期间费用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066,610.87 -77,859,969.12 -76.80 主要因本期购买商品支付

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7,106,458.85 -19,441,029.39 913.87 主要因本期收回银行理财

本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662,493.81 1,936,641.09 605.47 主要因本期收到子公司少

数股东投资款所致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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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2月18日发布《标准股份拟实施规划搬迁改造的公告》（2019-023），将由西

安城发集团对公司临潼生产基地实施整体搬迁改造，西安城发集团先行选址建设新厂区，建成后

公司整体迁入使用。总体目标为2020年年底前完成搬迁改造。 

目前，西安城发集团已开工建设新厂区，但公司与相关各方尚未签署有关协议。截止本报告

披露日，尚不能评估对公司的影响程度。公司后续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相关

各方做好搬迁改造工作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4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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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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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杜俊康 

日期 2020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