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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2017-048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捷资源 股票代码 0020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学国 - 

办公地址 浙江省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 号 - 

电话 0576-87378885 - 

电子信箱 zhxg@zoje.com -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3,317,929.12 339,342,138.59 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792,347.32 -48,295,479.75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513,952.82 -47,589,390.66 -1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616,547.56 10,015,990.66 45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5% -4.86% 上升 0.51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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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 

总资产（元） 1,848,440,155.98 1,745,811,466.96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86,273,933.05 1,029,579,936.86 -4.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6,144 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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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中捷环洲

供应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5% 120,000,000 120,000,000 质押 120,000,000 

宁波沅熙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2% 112,953,997 0 质押 107,500,000 

蔡开坚 境内自然人 8.85% 60,840,000 0 
冻结 60,840,000 

质押 59,800,000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华

鑫信托·华昇 64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97% 6,654,995 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胜券 15

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91% 6,293,177 0   

方晓晴 境内自然人 0.57% 3,891,928 0   

付丽华 境内自然人 0.55% 3,750,900 0   

杨全玉 境内自然人 0.48% 3,300,000 0   

阮小平 境内自然人 0.48% 3,290,000 0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0.39% 2,705,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其他股东之间以及与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方晓晴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3,891,928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891,928 股；前

十大股东付丽华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750,9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3,750,9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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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7年上半年，我国缝制机械行业在2016年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企稳回升态势

的基础上，在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作用下，行业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产销呈现全

面恢复性增长，内销需求阶段性回暖态势强劲，工业缝纫机市场形势持续向好，行业经济效

益显著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产品结构调整，除了常规产品平缝机、包缝机、绷缝机稳定增

长外，公司重点加大了特种机尤其是模板机、罗拉车的销售力度；同时，积极加强对销售渠

道的建设，进一步加快销售网络的扁平化管理，国内市场大力开发二级销售网络，国外市场

以终端为主到终端批发并举；此外，也积极加强品牌的建设、研发中高端产品，严控产品的

质量，降低成本及费用，逐步形成了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公司主营业务工业缝纫机的经营状

况明显好转，盈利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得到了提高和增强。除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外，公司继

续加快对清算公司的清算进程，同时也继续推动闲置土地及房产的处置工作。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2,331.7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75%，主要为缝

制设备销售收入增加所致，销售收入完成2017年度计划（人民币6.41亿元）的66%；公司三项

费用率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上升4.35个百分点；虽然公司主营

业务效益实现扭亏为盈，但盈利金额较小，加上清算子公司的影响，还包括公司的固定费用

及非公项目的开支等影响，致使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4,379.23万元，较上年同

期亏损额下降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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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

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

关成本费用，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

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董事会决议 将原计入营业外收入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列报为"其他收益"， 该次会计

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仅对财

务报表列报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

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 

本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并对2017年1月1日

起发生的相关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本期2017年1-6月利润表项目：营业外收入 - 158,040.00元，其他收益 

158,040.00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周海涛 

 

2017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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