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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1              证券简称：*ST 中捷                公告编号：2020-03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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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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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

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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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黎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建

军声明：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董事会以现场形式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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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意见

发表了专项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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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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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学国 于皓翔 

办公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大麦屿街道兴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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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98 号 路 198 号 

电话 0576-87378885 0576-87338207 

电子信箱 zhxg@zoje.com yhx@zoj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工业缝制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产品主要包

括工业用平缝机、包缝机、绷缝机、曲折缝机、特种机等系列 200多个品种，具备年产约 80

万台工业缝纫机的生产能力。 

缝制机械制造行业是我国轻工业的分支行业，具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产

业特性。缝制机械主要包括两大类产品：以加工生活资料为主的家用缝制设备和以加工生产

资料为主的工业缝制设备。 

工业缝制机械除满足纺织服装行业生产加工服装等产品外，还广泛应用于鞋帽、箱包、

皮革、玩具、复合材料、家居用品、户外用品等需要裁剪、缝合和装饰等领域。 

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为全球缝制机械行业的传统制造强国，拥有行业较大部分的核

心技术，在技术、质量、品牌等方面领先全球，占据着全球缝制设备中高端市场的主要份额。

随着全球服装产业的发展，加上缝制机械产业进一步向中国的转移，我国缝制机械行业经过

三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缝制机械产品的制造中心，我国缝制机械设备全年生

产的各类缝制机械数量约占世界产量的 75%以上，为全球第一大缝制机械产品生产国。 

我国缝制机械行业总体可谓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品牌美誉度、

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仍有较大差距，并且国内行业内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 

公司于 1994年涉足工业缝纫机行业，目前拥有先进的装配、涂装、铸造、机壳加工自动

化装备，成为全球工业缝纫机产销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企业之一，年生产能力达到 80万台。 

缝制机械行业的周期性主要取决于下游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等行业用户对缝制设备的

购置和更新升级周期性。 

缝制机械行业的下游纺织服装、箱包、鞋帽等行业属于典型的消费品行业，不存在行业

自身的周期性，但会受到经济衰退、居民消费能力下降的影响。因此，缝制机械的需求与下

游产业的生产状况有关，作为上游的缝制机械行业也呈现出弱周期性的特点。 

在季节性方面，与下游服装等行业对固定资产投入的季节性相一致，工业缝纫机行业也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点，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销售相对更旺。 

缝制机械的市场需求主要取决于国内外纺织服装等下游行业用户的产销情况和景气程

度；此外缝制机械销售还受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国内外服装产业调整、人民币升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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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退税税率调整等因素影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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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706,762,459.09 1,141,269,501.01 -38.07% 1,002,449,14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57,273.01 -237,825,265.46 104.31% -93,208,01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118,266.73 -299,742,455.48 34.90% -95,370,16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37,146.34 19,139,832.71 62.68% 42,622,805.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34 104.39%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34 104.39% -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28.76% 
上升 28.77 个百分

点 
-9.48%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164,437,531.54 1,346,858,730.55 
下降 13.54 个百分

点 
1,757,737,16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8,764,994.72 699,088,547.69 上升 1.38 个百分点 936,857,866.59 

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5.73 万元，较上年同期扭亏为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511.8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34.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3,113.7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62.68%。 

主要原因为：2019 年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缝制机械市场需求下行，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工业缝纫机销售收入减少，较上年同期下降 38.07%，但公司报告期

内对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及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债权进行了对外转让，其中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转让产生投资收

益 11,745.48 万元、转让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债权产生营业外收入 8,007.19 万元，此外，因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公司 2019

年度新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1,324.68万元；前述主要因素共同造成公司合并净利润出现扭

亏为盈，使得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25.73 万元。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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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65,490,148.32 161,404,150.90 137,237,902.43 142,630,257.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214,284.86 -26,337,081.56 -17,815,879.72 57,624,5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02,724.92 -26,723,944.74 -18,755,609.72 -141,135,987.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610,379.51 -20,111,603.41 18,676,185.74 5,962,184.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说明： 

2019 年 4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其他季度有较大上升的主要原因为：2019

年第四季度公司对信托受益权涉及的相关债权以及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进行

了处置，其中信托受益权涉及债权转让产生投资收益 11,745.48 万元，转让应收承德硕达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产生营业外收入 8,007.19 万元；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收

益的净利润比其他季度有较大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因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将其变动

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其中因陕西三沅重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公允

价值变动收益-9,000 万元，因锦兴 1 号信托计划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000 万元，因对铂悦基金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294 万元；因对大兴安

岭捷瑞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030.69 万元；另外公司

对锦兴 1 号信托计划信托保证金补提减值 315 万元。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26,369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24,58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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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质押 120,000,000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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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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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8% 37,000,000 0   

蔡开坚 
境内自然

人 
3.47% 23,840,000 0 

质押 22,800,000 

冻结 23,840,000 

孙惠良 
境内自然

人 
1.48% 10,188,840 0   

许江标 
境内自然

人 
0.75% 5,127,882 0   

李娟 
境内自然

人 
0.71% 4,916,108 0   

沈利海 
境内自然

人 
0.67% 4,600,100 0   

孙华英 
境内自然

人 
0.39% 2,650,894 0   

姚伏林 
境内自然

人 
0.39% 2,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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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股东沈利海通过海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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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4,600,100 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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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 适用 √ 不适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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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产业周期性调整等综合影响，我国

缝制机械产销呈现下行，发展压力加大，行业由恢复性增长步入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市场

需求明显萎缩，产销增速持续放缓，呈现内销较快萎缩、外销增长放缓的局面，行业效益普

遍下滑。 

受行业及经济总体影响，公司以“实现主业稳定”为基调全面开展各项工作，2019年公

司实现工业缝纫机销售收入7.06亿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38.13%。同时，为加快公司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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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回款速度，公司将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及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债权进行了对外转让，其中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债权

转让产生投资收益11,745.48万元、转让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突泉县禧利

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相关债权产生营业外收入8,007.19万元；但同时因部分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公司2019年度新增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1,324.68万元；前述主要因素共同造成公司

合并净利润出现扭亏为盈，使得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5.73万元，较上

年同期上升104.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511.83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34.90%。 

围绕 2019年经营工作主题和经营目标，公司主营业务的实施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

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工作成果如下： 

1、25 周年大会顺利召开。为让经销商、供应商及其他相关社会各界对中捷增进信心和

了解，向大家展示中捷对缝纫机的专注、实力和发展愿景以及公司的精神风貌，大会进行了

战略发布、品牌续签等系列活动，中屹品牌举行了 15周年核心经销商会议。 

2、CISMA2019顺利展出。在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展会上，中捷向全球客商展示了中捷的最

新产品，提升了行业的影响力，得到了行业各界的肯定。 

3、完成新外观产品开发并开始小批量产。新外观产品具备行业最好的工业设计，并在内

部结构、性能方面都有了大的优化，具备颜值和智慧一体。尤其在步进、密集缝、包缝侧吸

风、罗拉车小立柱、薄料同步、旋转针杠、三丝杠、自动换梭等结构和性能提升方面也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为新一代产品的竞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4、市场活动有序推进。国内升级 4S店 292家，舞台车巡展 13站，地区展会 5场，实施

服务“万里行”、模板机培训活动，实施以旧换新等促销，上线维修教材。海外举办 25 场中

大型展会，新设统一 217家形象门店，重点市场会议 17场；国际服务进一步深化，建立线上

服务 APP，实施机修服务联动。 

5、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捷杯”机修王大赛取得圆满收官，中捷已经连续两届四年冠名并

参与组织大赛，以赛促训，以赛促推广，丰富了中捷品牌内涵，也更好的链接了经销商、用

户，提升了口碑和知名度。 

6、公司加大技改投入。为提升基础能力，着眼未来发展，2019 年投建 2 组 6 吨电炉，

组建工装车间，新设新外形喷漆无尘隔离室，高包线改绷缝线技改项目，设备投入，配置智

能车辆出入管控系统。 

7、内部管理得到提升。阿米巴管理按计划推进，2019 年实施了高层工作清单制，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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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质量反馈等部分流程进行了梳理和实施，实施班组长竞聘，实施了轮休人员的大培训和

岗中大体检。海外事业部分区管理、过程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各部门积极参与合理化建议，

共收到合理化建议 236条；在利奇马台风来临时，大家有效的组织和实施了抗台工作。 

8、提质降本工作持续推进中。在提质方面，实施了九大质量改善活动，在 8000E噪音专

项质量攻关取得了进展，成立车间质量小组；在对外的质量处理上每月实施市场质量问题解

决沟通会，受理客诉 194 起，回复 188 起；完成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测量体系审核，

公司的降本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推进。 

9、荣誉、专利。2019 年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玉环市政府质量奖、模板机

浙江省名牌、全国售后服务行业十佳单位、2 项团体标准被评为浙江省领跑者标准，中捷智

能模板机荣获“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进步一等奖”、中捷智能罗拉车及机械手送料模板机获

CISMA2019 智慧缝制示范产品奖，还荣获“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中国轻工业装备制

造行业三十强企业”，此外，申报专利 88项。 

除了公司主营业务外，公司母公司也积极发挥管控职能，2019年主要完成以下工作： 

1.稳定主营业务的经营 

积极通过政府支持，做好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信贷规模稳定工作；同时，在行业

下滑的情况下，要求浙江中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举全力降低零配件及成品库存，加大应收账

款回笼力度，努力采取各项有力措施，保证缝纫机主业销售的相对稳定。 

2、积极应诉案件的审理 

2019年期间，完成对公司起诉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突泉县禧利多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及公司涉诉的股权纠纷事项的案件跟踪，三个案件判决公司胜诉，并为终审判决。 

此外，为加快对应收账款的催收进度和力度，2019年 4 月 1日公司因信托受益权转让纠

纷事项，将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方作为被告，向台州中院提起诉讼，并进行了

财产保全措施。 

3、积极处置好相关债权 

为保证公司资产完整，尽快回笼资金，公司将拥有的信托受益权转让涉及的剩余债权转

让给浙商资产，转让价格为 2亿元，增加公司 2019年度非经常性收益约 11,745.48万元，该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此外，公司还将应收承德硕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及内蒙古突

泉县禧利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债权转让给台信科技，转让价格参考评估报告确定为 1.6

亿元，增加公司 2019 年度非经常性收益约人民币 8,007.19 万元，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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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资产及台信科技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30 日已经支付给公司债权转让款 2 亿

元、1.6亿元。 

未来公司将密切关注缝制机械行业变动趋势，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加大市场销售力度，

降低成本严控费用，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模式。此外，在相关公司清算和资产处置完毕后，

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将会明显好转，企业的整体赢利水平和持续发展能力也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和增强。 

公司近三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2017 年 

营业总收入 706,762,459.09 1,141,269,501.01  -38.07  

主要原因为受市场下行影

响，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

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缝纫

机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1,002,449,149.53 

主营业务收入 705,635,750.04 1,140,583,092.77  -38.13  

主要原因为受市场下行影

响，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中

捷缝纫科技有限公司缝纫

机工业缝纫机销售收入减

少所致。 

1,001,704,055.73 

其他业务收入 1,126,709.05 686,408.24  64.15   745,093.80 

营业利润 -70,417,838.81 -224,801,612.78  68.6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转让信托受益权涉及的债

权产生投资收益 11,745.48

万元，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

增加 9,145.97 万元，以及本

期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24.68 万元所致。 

-92,791,281.50 

利润总额 12,019,506.40 -228,609,961.01  105.26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转让信托受益权涉及的债

权产生投资收益 11,745.48

万元，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

增加 9,145.97 万元，以及本

期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1,324.68 万元所致。 

-88,826,755.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0,257,273.01 -237,825,265.46  104.31  

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利润

上升以及本期因债务重组

产生的营业外收入较上年

同期增加所致。 

-93,208,019.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1,137,146.34 19,139,832.71  62.68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公司

采购原材料支付的现金以

及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

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比减

少致使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总额下降幅度大于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总额下降幅度

所致。 

42,622,805.18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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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1,164,437,531.54 1,346,858,730.55  -13.54   1,757,737,165.36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缝纫机专用设

备 
705,635,750.04 123,706,221.19 17.53% -38.13% -42.18% -1.2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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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 2017 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规定除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财务报告的企业之外的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此外，财

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根据相关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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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间接控股100%子公司浙江捷运胜家缝纫机有限公司于2018年开始清算，于2019年1

月15日完成注销。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张黎曙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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