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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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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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898,532.39 2,114,962,799.59 2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8,593,144.85 1,211,273,651.0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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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990.07 -18,066,610.87 1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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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430,763.83 118,632,488.44 23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82,230.91 -10,071,613.67 -4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99,856.58 -13,848,302.49 -2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0.94 减少 0.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0.0291 -49.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6 -0.0291 -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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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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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107.0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01,021.05  

债务重组损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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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718.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029.17  

所得税影响额 219,901.94  

合计 2,717,6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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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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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星河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2,490,800 0.72  无  其他 

刘兴丽 2,312,100 0.67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847,804 0.53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富 1,786,800 0.52  无  境内自然人 

余思远 1,715,101 0.50  无  境内自然人 

莫伟波 1,675,400 0.48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娜 1,576,700 0.46  无  境内自然人 

杨力 1,490,000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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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星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0,800 

刘兴丽 2,3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2,100 

黄平 1,847,804 人民币普通股 1,847,804 

钱国富 1,78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6,800 

余思远 1,715,101 人民币普通股 1,715,101 

莫伟波 1,6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5,400 

李娜 1,5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6,700 

杨力 1,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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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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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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营情况回顾 

2020年以来，公司明确了“为环境与服饰文明提供智慧绿色的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的

企业使命和“推进两个转变，实现两个目标”的发展战略。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牢牢把握

市场变化趋势与客户需求趋势，积极践行“只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品找客户”的市场理念，围

绕“1+7”业务，不断提升在设备、工程、运营、服务、金融、供应链、智能化 7大方面的核心能

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8亿元，同比增长 235.8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6.90万元，同比实现由负转正。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研发能力，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优势。截止报告期

末，公司两款智能多轴平缝机、一款多轴包缝机项目完成小批量生产及样机检测；统筹产品规划，

推进厚料机中高端系列产品产业化进程，完成智能多轴双针机项目机头设计，完成直驱一体式高

速双针针送料平缝机项目设计方案，智能两同步机型项目样机发放市场进行用户试用；贯彻执行

“只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品找客户”的市场理念，围绕客户需求，两项汽车内饰自动化定制研

发项目已发用户使用。同时在网络技术、3D缝纫技术、机器人及 AI检测应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

进步。 

报告期内，公司获批第二批轻工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海外研发中心认定，荣获 2020年西安

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三等奖。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专利 9件，其中发明 2件。截止目前，公司拥有有效专利 303件，其中

发明专利 31件。主起草上级标准 1项，参与起草上级标准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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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95,545,281.77 366,641,720.63 89.71 本期短期借款增加，银行理财投资到期

收回本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610,478.32 92,847,311.65 -59.49 本期母公司银行理财投资到期收回 

预付款项 216,444,545.88 89,127,790.11 142.85 本期供应链业务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9,717,803.38 10,388,394.58 89.81 本期留抵的增值税增加 

开发支出 3,279,303.65 1,968,424.97 66.60 本期研发项目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516,181,618.89 266,121,787.31 93.96 本期供应链业务短期贷款增加 

应付票据 383,686,000.00 225,230,000.00 70.35 本期供应链业务采购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50,592.69 97,642.64 -48.19 本期结算前期业务 

合同负债 106,173,524.16 20,705,465.23 412.78 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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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负债 13,175,882.17 1,672,316.54 687.88 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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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398,430,763.83 118,632,488.44 235.85 本期供应链业务量增加，收入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355,805,969.97 94,401,845.94 276.91 本期供应链业务量增加，成本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31,827,306.54 23,482,532.56 35.54 本期职工薪酬调整增加 

财务费用 11,983,131.55 -1,187,531.48 1109.08 本期汇兑损失和贷款利息增加 

其他收益 459,107.01 2,061,773.74 -77.73 本期养老补贴及疫情补贴等政府补助减

少 

信用减值损失 1,122,728.11 -97,616.09 -1250.15 本期回款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093.41 21,066.45 -105.19 本期资产处置产生净损失 

营业外收入 34,945.00 14,586.00 139.58 本期收到保险赔偿增加 

营业外支出 2,226.75 41,000.00 -94.57 本期捐赠支出减少 

归母净利润 -15,082,230.91 -10,071,613.67 -49.75 本期非经常性收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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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990.07 -18,066,610.87 113.11 本期供应链业务量增加，收到的货

款和押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5,820,909.38 -197,106,458.85 128.32 本期银行理财投资到期收回本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6,127,221.86 13,662,493.81 1701.48 本期供应链业务短期贷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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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关于推进标缝厂搬迁工作

的实施方案》。截至报告日止，新厂区代建已基本完成。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进行协商

处理涉及临潼厂区搬迁的事项，积极配合政府做好搬迁改造工作，相关工作推进情况将及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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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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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