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302                                                公司简称：标准股份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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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股份 60030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  璇 温耀伟 

电话 029-88279352 029-88279352 

传真 029-88263001 029-88263001 

电子信箱 zqb@chinatypical.com zqb@chinatypical.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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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7,373,959.33 1,613,507,044.47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7,269,179.35 1,156,627,190.80 -2.5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45,308.06 -60,738,837.5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79,042,617.39 370,268,537.38 -2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729,736.88 -34,715,6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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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4,119.36 -35,800,655.5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0 -3.179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9 -0.100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9 -0.1003 不适用 

 



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4,21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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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标准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77 147,991,448   无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3.48 12,043,200   未知   

嘉实资管－民生银行－嘉实资

本天行健 5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3 2,164,719   未知 

  

魏静 境内自然人 0.62 2,130,000   未知   

高嵩原 境内自然人 0.39 1,362,40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

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362,100 

  

未知 

  

卢中青 境内自然人 0.32 1,121,686   未知   

申银万国－浦发－申银万国宝

鼎一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31 1,082,312 

  

未知 

  

李静 境内自然人 0.30 1,025,800   未知   

曹诚 境内自然人 0.30 1,023,012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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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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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6 年上半年，面对持续低迷的缝制设备行业状况和国内外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公司经营

管理层和全体员工不懈努力，共同应对。按照年初的经营计划，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 创新质量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 

通过采取反向考核策略，对不合格产品进行追踪溯源，挖掘出影响质量的核心因素，明确责

任并彻底解决。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质量体系文件进行调整和完善，保证产品质量的巩固和逐

步提升。 

二、 利用欧洲公司技术，调整产品结构 



明确并强化标准欧洲面向欧美高端市场营销与研发中心的定位，有序开展技术研发工作，其

自主研发的 VETRON5000 产品已实现系列化并量产，带动标准欧洲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1%，并推动公司主导产品的结构调整和市场切换。 

三、 推动营销体系改革，提升运营能力 

基于国内外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以整合资源、完善市场布局、精耕区域市场为出发点，公司

对营销系统进行了组织架构调整及业务模式创新，持续加强市场开拓和运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7,904.26 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972.97

万元,同比减亏 498.59 万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79,042,617.39 370,268,537.38 -24.64 

营业成本 229,530,704.04 314,029,756.91 -26.91 

销售费用 22,197,077.56 22,559,887.86 -1.61 

管理费用 48,748,351.59 56,824,779.44 -14.21 

财务费用 -4,069,333.64 104,431.34 -3,996.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45,308.06 -60,738,837.5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717,883.37 -4,672,295.7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9,929.58 -1,333,183.35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2,630,787.92 11,771,628.26 7.3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产品销售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产品销售量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人员减少工资薪酬总额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汇率变化造成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经营活动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购买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支付的现

金较上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由于子公司标准欧洲缝纫机技术开发支出增加所致。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缝制机械 274,559,422.68 227,293,784.39 17.22% -24.42% -27.02% 
增加 2.96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工业缝纫机 256,782,460.49 213,123,286.84 17.00% -22.32% -25.10% 
增加 3.08

个百分点 

零部件 17,776,962.19 14,170,497.55 20.29% -45.64% -47.35% 
增加 2.58

个百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150,009,685.90 -33.12% 

国外 124,549,736.78 -10.38%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是我国工业缝纫机的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基地之一，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公司在品牌、

研发平台、专业化制造体系、人才及员工队伍等方面形成了诸多核心竞争力（详见公司 2015 年度

报告之核心竞争力分析章节）。报告期内，公司上述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未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

司和期货公司等金融企业股权。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产

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

始日期 

委托理财终

止日期 

报酬确

定方式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益 

是否经

过法定

程序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是否关

联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并说

明是否为募集

资金 

关联

关系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15/10/23 2016/1/25 保本固

定收益 

249,166.67 30,000,000.00 249,166.67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光大银行西安

兴庆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5/11/6 2016/2/6 保本固

定收益 

87,500.00 10,000,000.00 87,5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15/12/18 2016/3/18 保本固

定收益 

437,500.00 50,000,000.00 437,5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15/12/24 2016/3/23 保本固

定收益 

150,410.96 20,000,000.00 150,410.9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6/1/6 2016/2/6 保本浮

动收益 

23,013.70 10,000,000.00 23,013.7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西安

大雁塔支行 

按期开放 20,000,000.00 2016/1/5 2016/3/31 保本固

定收益 

141,369.86 20,000,000.00 141,369.8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16/1/22 2016/4/22 保本固

定收益 

150,000.00 20,000,000.00 150,0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6/2/6 2016/3/6 保本浮

动收益 

23,013.70 10,000,000.00 23,013.7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16/2/5 2016/5/5 保本固

定收益 

225,000.00 30,000,000.00 225,0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闵行

航华支行 

按期开放 6,000,000.00 2016/2/14 2016/2/22 保本固

定收益 

2,643.29 6,000,000.00 2,643.29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闵行

航华支行 

按期开放 5,000,000.00 2016/3/2 2016/3/23 保本固

定收益 

5,983.56 5,000,000.00 5,983.5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16/3/25 2016/4/26 保本固

定收益 

127,013.89 50,000,000.00 127,013.89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16/3/25 2016/4/24 保本浮

动收益 

46,027.40 20,000,000.00 46,027.4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西安

大雁塔支行 

按期开放 20,000,000.00 2016/4/1 2016/4/22 保本固

定收益 

30,493.15 20,000,000.00 30,493.15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闵行

航华支行 

按期开放 5,000,000.00 2016/4/6 2016/4/27 保本固

定收益 

6,415.07 5,000,000.00 6,415.07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西安银行大学

南路支行 

稳利宝 30,000,000.00 2016/4/19 2016/5/30 保本固

定收益 

109,520.55 30,000,000.00 109,808.22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西安

大雁塔支行 

按期开放 10,000,000.00 2016/4/22 2016/6/30 保本固

定收益 

47,260.27 10,000,000.00 47,260.27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6/4/26 2016/5/26 保本浮

动收益 

23,013.70 10,000,000.00 23,013.7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闵行

航华支行 

按期开放 5,000,000.00 2016/5/7 2016/5/21 保本固

定收益 

3,989.04 5,000,000.00 3,989.04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16/5/11 2016/6/14 保本固

定收益 

51,333.33 20,000,000.00 51,333.33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6/5/26 2016/6/25 保本浮

动收益 

23,013.70 10,000,000.00 23,013.7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闵行

航华支行 

按期开放 5,000,000.00 2016/6/6 2016/6/27 保本固

定收益 

5,983.56 5,000,000.00 5,983.5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西安银行大学

南路支行 

稳利宝 30,000,000.00 2016/4/27 2016/7/27 保本固

定收益 

244,109.56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16/4/29 2016/7/29 保本固 225,0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西稍门支行 定收益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16/4/29 2016/7/29 保本固

定收益 

225,000.0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西安银行大学

南路支行 

稳利宝 30,000,000.00 2016/5/31 2016/10/10 保本固

定收益 

352,602.72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浦发银行西安

西稍门支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16/6/15 2016/7/15 保本固

定收益 

46,027.39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兴业银行西安

吉祥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0.00 2016/6/27 2016/7/27 保本浮

动收益 

23,013.70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合计 / 546,000,000.00 / / / 3,085,418.77 396,000,000.00 1,969,953.07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为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经公司2016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并提交2016

年5月19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经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

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2016年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短期经营结余资金

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在任意时点上，180

天期限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不超过2亿元。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方名

称 

委托贷款金

额 

贷款

期限 
贷款利率 借款用途 抵押物或担保人 

是否

逾期 

是否关

联交易 

是否

展期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并说明

是否为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 

预期

收益 

投资

盈亏 

标准海羐 20,000,000 二年 0.06 流动资金 上海远中实业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自有资金 控股子公司     

标准海羐 10,000,000 二年 0.0475 流动资金 上海远中实业有限公司 否 否 否 否 自有资金 控股子公司     



委托贷款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拟向上海标准海菱缝制机械有限公司继续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公司委托中国银行西安大雁塔支行贷款人民币 2000 万元给公司控股子公司标准海菱，用于标准海菱补充经营活动现金流。委托贷款期限为二年，贷款

利率为 6%（按人民银行二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按季付息，到期还本。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 

2.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向上海标准海菱缝制机械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委托

中国银行西安大雁塔支行贷款人民币 1000 万元给公司控股子公司标准海菱，用于标准海菱补充经营活动现金流。委托贷款期限为二年，贷款利率为 4.75%

（按人民银行二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按季付息，到期还本。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资金。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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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

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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