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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ST中捷                     公告编号：2022-060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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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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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中捷 股票代码 0020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学国 仇玲华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

东路 198 号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

东路 198 号 

电话 0576-87378885 0576-87338207 

电子信箱 zhxg@zoje.com qiulh@zoj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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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835,165.43 514,955,270.46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612,901.25 14,768,160.67 3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9,806,808.50 12,174,605.84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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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207,008.91 213,247,677.78 -10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215 39.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0 0.0215 39.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0% 2.32% 上升 14.4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81,955,112.78 1,465,874,829.10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949,660.43 112,397,133.14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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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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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玉环市恒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84% 129,605,889    

宁波沅熙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18% 42,523,997    

西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9% 33,616,900 -3,383,100   

蔡开坚 
境内自然

人 
1.58% 10,840,000 -350,000 

冻结 
10,840,00

0 

质押 9,800,000 

孙军敏 
境内自然

人 
0.78% 5,355,300    

陈祥强 
境内自然

人 
0.70% 4,812,382    

孙胜利 
境内自然

人 
0.61% 4,162,900    

孙永利 
境内自然

人 
0.59% 4,027,500    

张义平 
境内自然

人 
0.50% 3,468,000    

张艳平 
境内自然

人 
0.49% 3,344,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未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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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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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玉环市恒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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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2022 年 4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4 月 29 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玉环市财政局 

变更日期 2022 年 4 月 28 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22 年 4 月 29 日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上半年，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全球通胀等冲击和挑战相互交织，行业下行压力增大。

奥密克戎病毒在中国引发新一轮疫情，对就业、消费、需求等造成较大影响，下游需求快

速萎缩，缝制设备内销由正增长转入断崖式下跌。俄乌战争推升全球通胀，引发能源危机、

粮食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大。海外大多数国家解除疫情防控全

面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疫情解封红利和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东南亚加速复工复产，

行业出口总体保持向好态势。受诸多因素影响，我国缝制机械行业经济增长势头在四月份

开始急转直下，上半年行业运行整体呈现出“内冷外热”、“经济下行”的显著特征。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行业下滑趋势，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捷科技抓住工业

缝纫机销售旺季，实施了积极的销售政策，面对下滑现状，进行了适度的促销政策，同时，

还新增国内外市场经销商数量，从而保持了上半年度主营业务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持平，

较上年同期增长 1.56%。此外，受美元升值及销售均价小幅提升影响，导致上半年度中捷

科技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3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41%；实现营业利润

2,240.1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61.29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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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的实施主体全资子公司中捷科技紧紧围绕 2022年度战略及计

划，主要开展了以下方面的工作： 

1、发挥营销引领作用，多举措实施变革。 

深化推进营销战略，以渠道、政策和产品为抓手，国内外市场新增一级经销商 40 家，

国际市场印度、越南等地区进行深度开发，经销商网络稳固性进一步加强，品牌门店升级

将近 331家。 

市场营销活动多形式，实行 18场微展进园区，服务万里行跨越 16个省市，超级女工

福建战成功举行，积极筹备参加在宁波举行的中国国际缝制设备展览会，进一步提升品牌

的热度和美誉度；公司服务向市场前移，成立了广东服务办事处，实施公司内部联合走市

场，线上线下多维度进行经销商培训超 25场。 

2、加快产品研发，重点项目有序推进。 

公司加快了产品研发进度，形成了量产一批、小批量一批、样机阶段一批、开发阶段

一批的研发状态，上半年完成了对平车、包缝、绷缝步进化、厚薄可调及新外型开发、试

制及批量生产，对罗拉车、同步车、套结及花样机等进行了提升及品种的完善；此外还重

点推出了 M7 旋转机头模板机；同时，公司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提升了研发的能力和水平。 

此外，上半年完成专利申报 29项，并完成 2022 CISMA 展会样机准备工作、轻工业科

技进步奖资料编制申报、包缝及绷缝企业标准领跑者相关工作。 

3、推进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目前，公司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工作主要涉及钉钉在线、OA流程、每刻报销系统、生

产订单物料直投系统、技术研发 PLM系统、产品物联网、零件销售平台、售后服务系统、

智能仓储等，通过各项目稳步推进，实现公司业务的精准预测与提质、增效、降本、减存

的目的。 

4、持续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内部运行效率。 

上半年，公司全员参与 6S 改善活动，通过 PDCA、周例会、稽核、改善事例会等形式，

并配合精益培训，指导各车间落实班组建设，使得公司内部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标

准化；同时，不断加强企业管理的优化与创新，梳理业务流程，强化规范运作，降低运营

和管理成本。 

此外，公司还积极配合浙江证监局的调查，高度重视涉广州农商银行纠纷，公司因不

服广州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在上诉期内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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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1、就公司股东蔡开坚与公司原控股股东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表

决权及投票权委托争议事项，对于《表决权及投票权委托协议》的真实性无最终定论，且浙

江环洲持有公司1.2亿股股票已经司法过户给玉环恒捷，该争议事项不会影响到公司治理结

构的稳定。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对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贵州拓

实能源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捷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陕

西三沅重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信托—锦兴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玉环铂悦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俄兴邦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94万元，占比

0.64%）投资、四川信托—锦兴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玉环德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公

司全资子公司华俄兴邦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96万元，占比0.59%）投资计提了减

值准备或确认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同时，公司也委托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对上述投资进行

后续跟踪处理。 

关于报告期投后处置进展情况，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投资情况的进展报告（六）》，经核查报告期内，玉环铂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玉环德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经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尚未注销。因玉环铂悦对外

享有22600万元债权，且债务人黑龙江兴邦国际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为保护玉环铂悦的合法利益，公司已委托律师于2022年3月22日以玉环铂悦的名义向债务人

黑龙江兴邦国际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玉环德康所投资的底层资产东宁

华信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因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7月被起诉，该案件将于

2022年9月19日下午开庭审理，截至本公告日，东宁华信尚未进入破产程序。陕西三沅重工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但尚未进入破产程序。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股股

权有限公司、贵州拓实能源有限公司报告期内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贵州拓实能源因涉合

同纠纷一案于2022年6月被起诉，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件已开庭审理，委托律师尚未查询到

该案生效裁判文书。大兴安岭捷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仍存续但处于歇业状态，未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由于该公司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且连续亏损，公司于2022年1月聘请上海加

策资产评估公司对该公司股权进行评估，评估报告所示股权评估期末公允价值为2,656.91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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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年11月4日，公司收到广州农商银行送达的函件，函称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与

广州农商银行签订了《差额补足协议》，公司对广州农商银行向华翔投资提供25亿元的信托

贷款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经公司核查，公司档案中没有函件中所提及的《差额补足协议》原

件或复印件，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也未曾审议过涉及为函件提及的信托贷款提供差额补足

的相关议案。 

公司就函件中提及的差额补足义务涉及的事项向玉环市公安局进行了报案，2021年3月

23日公司收到玉环市公安局送达的《立案告知书》，现已对该案立案侦查，目前案件尚在侦

查过程中。 

广州中院于2020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案号：(2020)粤01民初2011号)，依法适用普通程

序，于2021年7月9日、9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司于2022年1月30日收到代理律师转

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电子送达的(2020)粤01民初2011号一审《民事判决书》文书，判决公

司及另外两家公司分别在1,585,666,666.67元范围内对华翔(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不能清偿涉

案债务的二分之一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分别在7,978,551元范围内承担部分诉讼费用。 

公司因不服广州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在上诉期内，已于2022年2月11日通过EMS邮寄纸

质上诉状及副本给广州中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22年7月1日对该案件进行了开庭审理，尚未有结果。 

4、2022年2月28日，公司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西南证券致公司的《关于减持中捷资源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公司于2022年3月1日披露了其减持股份计划，西南证券计

划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87.81万股，即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西南证券于2022年3月23日至4月7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了2,803,10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41%，减持均价

为1.72元/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34,196,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7%。本次减持计划期

限届满后，西南证券不再是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5、2022年4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120220006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2 年 3 月 23 日，中国证监

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

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6、2022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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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议案》，对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了重新认定，认

定公司控股股东为玉环恒捷，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玉环市财政局。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黎曙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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