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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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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常虹 因政府工作会议原因 杜俊康 

 

4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其他信息段落中包含其他信息未更正重大错报说明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希格玛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对 2021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专项说明全文。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21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94,679,097.83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36,960,405.59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须满足“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正数”、“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等条件

，鉴于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数、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

告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因此2021年度不实施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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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俊康（代行） 温耀伟 



办公地址 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电话 029-88279352 029-8827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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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我国主要缝制机械设备制造企业之一，为服饰、箱包、家具、汽车内饰等产业客户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和系统服务。公司运营“标准”、“威腾”、“海菱”三大品牌，在中国和德国拥有

两大研发团队，在西安、苏州、上海有三大生产基地，为宽领域不同层次的客户提供服务。 

报告期公司实行营销统管，由总部对西安、苏州、上海、德国四个营销团队进行统一管理，

根据产品序列、品牌、服务的领域统一进行品牌和市场规划，全面落实“要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

品找客户”的市场理念和“两个转变”的发展战略，由出售单一缝制设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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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设备、工程、运营、服务、金融、供应链、智

能化等七大增值服务。 

公司的供应链业务是公司从采购端开始至最终的销售端全程介入执行，贯穿采购、仓储、加

工、物流、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供应链条。公司将货物从采购端的资源方转移到仓储地，再由公司

销售给下游的终端客户，货物流转主要采用汽车运输和火车运输。 

供应链业务管理过程中提供的服务主要体现在上游采购端和下游销售端。对上游采购端的资

源方来说，公司主要提供了销售支持，拓宽了资源方的销售区域及销售渠道，有助于保障上游资

源方的正常生产。同时，因先款后货的付款模式，保障了上游资源方的资金及时回笼。对下游销

售端的终端客户来说，公司凭借资源组织能力，为终端客户提供保质、足量的资源满足其需求，

有助于保障终端客户的正常生产，并且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商品差异，通过掺配加工等方法帮助

终端客户有效降低采购成本。同时，对先货后款的终端客户而言，利用账期可以有效降低资金压

力。 

 

2021 年，公司董事会带领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提升战略管理能力，推行

先进管理模式，推动发展模式转变。面对后疫情时代的新形势，公司牢牢把握市场变化趋势与客

户需求趋势，积极践行“要为客户找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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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深入开展以下工作： 

1、持续推进各层级“归零赛马”和“目标考核”机制，强化目标意识和责任主体意识 

在大集团的支持和指导下，公司从 2020 年开始引入“归零赛马”和“目标考核”机制，将公

司业绩考核对象分为多个赛马团队进行考核兑现。2021 年，在马队考核的基础上，将“归零赛马”

和“目标考核”机制向下延伸，进一步压实目标责任，最大限度保证执行力。“归零赛马”和“目

标考核”机制的持续推进，不断增强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意识和责任意识，形成企业发

展与员工成长的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公司生产经营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扎实推进“1+7”业务模式，践行发展思路的转变 

积极开拓“1+7”业务，在努力为客户提供配套和增值服务方面下足了功夫，瞄准国内外非服

装类技术装备缝制领域客户需求，一方面持续通过技术创新开发高端新品，抢占高端市场；另一

方面通过强化履约和创新服务模式，在稳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提高市场辐射能力，拓展服务边

界。在长春地区设立的汽车领域系统方案服务团队，通过内外部资源整合，与汽车领域客户开展

的深度合作得到有效推进。通过资源整合，成立服装直销团队，围绕服装产业园区和相关重点客

户开展市场策划，对工程建设、设备更新、服务培训、智能系统等方面进行综合渗透，逐步建立

并形成服装市场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挖潜力，整合资源，推动业务转型，机加工业务得到持续拓展，从缝



制设备配套向汽车零部件、风机零部件、军工零部件配套领域持续拓展，业务量大幅增加。同时，

引入盘柜业务并落地实施，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 

结合供应链业务的实际情况，报告期内重点加大逾期应收账款催收力度、优化业务项目、完

善制度体系。设立逾期应收专项组和专职催收人员，全力化解逾期应收风险；通过强化优质项目、

收缩及关闭普通项目的方式，对业务项目进行优化；根据实践完善优化制度体系，形成制度汇编，

提升风险控制能力。 

3、以客户为中心，强化研发能力，保持技术领先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系统贯彻“要为客户找产品，不为产品找客户”、“以客户为中心”的市

场理念，围绕客户需求，统筹产品规划，发挥各业务板块的技术优势，加快新产品研发进程。新

产品方面，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在多电机驱动控制技术、厚料瞬间穿刺能力提升方面推出多

款优势产品，满足了客户需求；围绕汽车内饰领域为客户提供智慧绿色的系统解决方案，充分利

用客户资金定制开发汽车遮阳帘全自动缝制解决方案，实现研发和销售均盈利的局面；持续开展

欧洲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充分运用数字化设计和仿真软件开展产品设计，加强对模块化设

计、多轴驱动、机器人、物联网技术的应用与共享；与高校、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和项目签订，开

展基础性研究，解决平缝机高速运转的减振降噪工作；通过人工智能、视觉技术、3D 缝纫来解决

客户长期以来的痛点和难点问题。与德国某公司展开技术合作，运用机械臂 3D 机器人缝纫，针

对特定项目，经过一年的原理样机的研发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正式通过了客户的认可。与迪斯凯

瑞合作开发的机械臂专用缝制设备，立足客户痛点，解决客户难题。方向盘套缝制专用设备项目，

基于汽车厚料缝制行业，挖掘特色缝制工艺设备，加强智能化、数字化研发能力，以高效、节能、

环保为目标，联合开发已初步完成样机，目前进入测试阶段，该类大型专用设备的研发为公司转

型进军汽车领域迈开了第一步。在网络化方面，继续拓宽标准智云系统的应用场景，根据客户的

不同需求，量身制定高、中、低配置功能。 

报告期内，公司获批“西安市企业技术中心”、“中国轻工业智慧缝制工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省级海外离岸创新设计中心”；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十三五”科技创新先进集体、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智造”QC 小组荣获陕西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一等奖，战狼 QC

小组荣获西安市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三等奖；完成西安市科技局“智能缝制设备协同创新研究院”

项目验收；TC162 系列旋转模板缝纫机、TC9500 型 N95 口罩全自动生产线被认定为陕西省重点新

产品开发项目；GC6927 智能侧切刀平缝机、GC6921 智能平缝机、GC6930F 一体式智能微油平缝

机、GN7200 多轴系列超高速包缝机被认定为西安市技术创新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43 项，主起草上级标准 1 项，参与起草上级标准 3 项。 

4、实施现金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明确了

公司利润分配尤其是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资产收益权。在 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前，召开投资者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报告期内，已完成 2020 年度现金分红的实施工作，派发现金红利 1730 万元。 

5、推动临潼生产基地搬迁工作按计划完成，为后续发展积蓄力量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政府部门要求的时间节点，有序组织临潼生产基地按计划搬迁。截至 2021

年 9 月末，老厂区大部分生产设备及物资已搬迁至新厂区，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在新厂区进行。临

潼生产基地的搬迁，为公司开展高端产品技术研发、“1+7”系统方案集成、智能化缝制设备生产、

跨界机械加工业务拓展提供强有力支撑，大幅提高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制造水平，推动公

司实现以环境与服饰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为客户提供设备、工程、运营、服务、金融、

供应链、智能化七大增值服务的发展目标。 

6、强化“大安全”管理工作，为公司平稳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公司秉承“所有意外均可避免，所有危险皆可控制”的安全理念，构建全面的安全生产现场



管理体系，不断提升“大安全”工作管理能力。报告期内，面对临潼生产基地逐步搬迁的现状，

通过强化资源配置、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等方式对搬迁过渡衔接阶段的生产、人员、环境、资产安

全进行重点专项跟踪管理；通过全员安全教育培训、专题讲座、安全月度计划等措施加强日常生

产现场管理，确保生产经营安全运行。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9年 

总资产 2,141,442,424.48 2,114,962,799.59 1.25 1,453,377,933.1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04,752,433.03 1,211,273,651.06 -8.79 1,071,246,161.65 

营业收入 1,683,660,813.81 1,255,801,354.79 34.07 541,667,689.31 

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

入 

656,336,372.27 517,388,372.83 26.86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94,679,097.83 141,409,137.31 -166.95 -164,594,447.5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940,540.83 -39,664,460.92 -99.02 -185,576,566.13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222,805.88 -320,378,451.77 129.41 -65,647,571.14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8.18 12.38 减少20.56个百

分点 

-14.25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41 -165.85 -0.48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41 -165.85 -0.4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98,430,763.83 426,822,392.86 592,898,851.53 265,508,80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082,230.91 -6,642,362.02 -12,650,811.84 -60,303,69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7,799,856.58 -15,036,031.78 -22,655,222.17 -23,449,430.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68,990.07 50,422,535.20 11,575,570.16 29,855,710.45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3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90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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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47,991,448 42.77 

  
无 

  
国有法人 

谢慧明 0 17,295,440 4.9985   无   境内自然人 

陕西星河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422,561 5,591,561 1.62 

  
无 

  
其他 

龚炯 2,900,000 2,900,000 0.84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兴丽 -12,100 2,300,000 0.66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平 180,036 2,025,540 0.59   无   境内自然人 

MORGAN STANLEY & 

CO.INTERNATIONAL 

PLC. 

2,005,501 2,005,501 0.58 

  

无 

  

其他 

孟庆亮 1,898,000 1,898,000 0.55   无   境内自然人 

沙华茹 1,822,000 1,822,000 0.53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国富 267,600 1,821,800 0.53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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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4亿元，同比增长 34.07%，其中，传统缝制机械业务实现收入

6.63亿元，同比增长 28.49%；供应链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0.21 亿元，占公司 2021年度营业收入

的 60.63%；供应链业务的增长是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0.95 亿元，同比由盈转亏，主要因公司供应链业务部分逾期应收账款计提大额信



用减值损失所致。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