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3025                                                公司简称：大豪科技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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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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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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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6年利润分配预案：拟以总股本 44,7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4.5

元（含税），共计支付现金股利 201,150,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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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豪科技 60302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军 杨薇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

号 

电话 010-59248940 010-59248942 

电子信箱 zqb@dahaobj.com zqb@dahaobj.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业务为各类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电脑控制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电控控制系

统为机械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装置，集伺服驱动、多轴联动等自动化核心技术，是电控类机械



设备整机产品的“神经中枢”和“大脑系统”。电脑控制系统通过电脑程序实现对机械设备运动过

程及顺序、位移和相对坐标、速度、转速及各种辅助功能的自动控制，并通过网络管理，实现工

厂的智能制造。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配套于缝制及针纺机械设备，是缝制、针纺机械设备的核心零部件。公司

是国内缝制设备电控领域的龙头企业，在行业内占据了领先的市场竞争地位，主导产品刺绣机电

控系统 2016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约为 80%左右。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在产品型号/规格、生产规模、

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服务/技术支持体系、人才队伍等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 

经营模式 

电控行业普遍采用定制开发和订单生产模式。电控生产企业根据机械设备整机厂商提出的技

术要求，结合各个整机厂商的机械性能、结构特点进行定制开发并根据整机厂商的订单组织生产。 

（1）采购模式：公司零部件采购采取直接购买和外协加工方式进行。公司对于外协供应商和

外购供应商采取统一管理。公司的采购模式为生产拉动式，根据生产计划以及库存材料的期末库

存量，计算出下期生产所需的各种元器件、装机结构件等原材料订货数量，并考虑原材料供货周

期，制定采购计划，按计划进行滚动采购。 

（2）生产模式：本公司采取“面向订单，以销定产”的模式。公司核心产品的销售具有多品

种、小批量的特点，公司根据销售订单安排车间进行物料准备和生产组装，向客户供货。 

（3）销售及售后服务模式：公司的客户全部为缝制及针织设备的整机生产企业。整机生产企

业一般直接从厂商订购而不经中间环节以降低成本。因此本公司销售全部通过直销模式，客户根

据自身采购需求逐笔下订单。本公司不仅为缝制针织设备整机厂商提供服务，也为缝制设备终端

使用企业提供服务。 

行业情况说明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本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的其他计算机

制造。公司主要的核心产品所处行业为缝制机械制造业的上游缝制机械设备电控行业。 

缝制机械制造业是为服装、箱包、鞋帽、汽车、家具、蓬帆、家纺装饰等相关产业提供装备

的重要行业，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社会密切相关。2016 年 1-10 月中国缝制机械行业

百余家骨干整机生产企业前三季度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115.8 亿元，同比增长 3.31%，行业生产



量降值增。 

近年来，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原材料价格的不断上涨，国内纺织服装企业正面

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产业升级挑战。通过智能化、自动化以及信息化技术在缝制、针织设备的广泛

应用，进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对机电一体化产品的需求

也在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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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4年 

总资产 1,657,638,723.99 1,582,276,617.68 4.76 1,011,017,520.86 

营业收入 689,539,575.09 621,726,993.10 10.91 663,515,656.8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8,756,730.24 185,317,466.09 28.84 218,902,325.4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07,394,693.89 173,948,491.93 19.23 217,243,876.61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21,367,746.40 1,459,888,143.44 4.21 906,460,020.47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3,418,864.26 214,560,862.54 13.45 255,121,401.8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3 23.26 0.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53 0.43 23.26 0.55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6.19 14.75 增加1.44个百分

点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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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358,864.81 176,942,035.47 145,561,470.56 191,677,20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832,697.54 71,725,157.74 40,161,488.70 77,037,38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44,266,145.44 61,216,228.43 37,659,504.16 64,252,815.86 



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3,251,583.67 29,690,468.55 52,762,204.77 97,714,607.2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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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93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9,9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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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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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0 136,884,392 30.62 133,500,000 无 0 国有

法人 

郑建军 0 65,498,400 14.65 65,498,4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吴海宏 0 55,519,200 12.42 55,519,2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孙雪理 0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谭庆 0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赵玉岭 0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

自然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转持二户  

0 5,100,000 1.14 5,100,000 未知   国有

法人 

梁日文 478,851 478,851 0.11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林要兴 380,186 380,186 0.09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梁晓雲 298,800 298,800 0.07 0 未知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建军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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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努力，公司 2016年的各项经济指标表现优异。 

2016年，全球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欧美地区主要国家与经济体复苏缓慢；国内

经济增速放缓，企业仍以调整与转型为主旋律，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入。 

2016年我国缝制机械行业面临的整体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行业内外市场增长动力偏弱。

企业去库存持续推进，智能产品供不应求，利润增长由负转正，行业供给侧改革显成效，运行质

量不断改善。 

据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缝纫机方面，1-10月行业百余家骨干整机生产企业

累计生产工业缝纫机 268.7万台，同比下降 1.5%。刺绣机方面，前三季度行业刺绣机产量较上年

同期明显下降，1-10 月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统计范围内累计生产电脑刺绣机 11782 台，同比下降

4.45%，但平均每台设备头数相较上年明显增加。在行业产品总产量负增长的同时，百余家骨干整

机生产企业 1-10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115.85亿元，同比增长 3.31%，行业生产量降值增。2016

年我国缝机企业去库存持续推进，据中国缝制机械协会统计数据显示，行业百家骨干整机生产企

业 9月库存量约 58.3万台，同比下降 9.58%，其中工业缝纫机库存同比下降高达 13.29%。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在整体宏观环境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公司依然实现了经营业



绩的攀升，各方面的工作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954 万元,

同比去年增长 10.91%；利润总额：27,616万元，同比去年增长 28.71%。 

 1.1、“大豪”品牌创业三十年华诞庆典于钓鱼台国宾馆圆满落幕 

2016 年“大豪”品牌迎来了创业 30 周年，以“三十而立、感恩同行”为主题的庆典晚会现

场盛况空前，承载 30 年大豪风雨历程的系列视频震撼感人。“缝制机械行业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作为庆典系列活动，也在钓鱼台国宾馆成功举办，论坛上大豪首次将智能制造转型发展整体规划

向外界公布，获得了与会来宾的高度评价。 

1.2、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公司研发创新水平和市场推广力度均上新台阶  

1）坚持产品技术持续创新的战略方针，攻克技术难关，提升产品品质 

刺绣机集成一体化电控完成了系列化机型的开发验证，该系列机型全面提高了公司刺绣机电

控产品的控制和性能水平。 

MX5 集成式单帽绣机电控采用全新架构设计，超小体积安装，满足超大花样、高速空走等绣

作要求，有效提高了单头机产品竞争力。DX9 毛巾绣机型在产品成本、绣作效率等方面有较大改

善。 

新的断线检测装置能够快速识别断线状态，实现了目前业界最难的单针单方向无底线检测，

达到行业内领先水平。新的高速简易绳绣一体化装置通过全闭环驱动设计和业界先进的步进电机

闭环矢量控制算法在简易绳绣上的应用，使绣作效率提高 30%以上。 

开发了新一代高效集成化电脑针织横机 7型电控平台，该机型颠覆了市场上现有的各款产品，

采用上、下位机的系统架构，由操作箱、集成一体化控制箱和机头控制箱三部分构成，实现超小

体积设计。其先进的设计理念、较强的成本优势和简便的后期维护，将成为公司横机产品业务取

得突破的关键武器。 

工缝机产品持续开展了创新与改进。电脑花样机完成从 3 代开环到 5 代闭环系统的切换，巩

固了大豪在市场上的高端定位和良好口碑。 

研发创新使公司产品获得广泛认可。2016年公司获得了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各界领导

以及媒体的高度关注。工信部公布 “2016 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入选名单中，我公司成

为北京当选的三家企业之一。公司荣获由中轻联、行业协会、一轻集团分别颁发的“2015年度中



国轻工业缝制机械行业十强企业”、“中国缝制机械行业‘十二五’三项创新大奖”、“北京一轻集

团转型创新特等奖”等各类奖项十余项。 

2）根据外部环境积极调整生产布局 

为顺应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的大趋势，公司对北京和诸暨的生产品种进行了调整，对诸暨公

司的定位由营销服务中心逐步转变为生产、营销服务及技术支持中心。2016年诸暨公司常规品种

的生产线基本建设完成并顺利投产，诸暨公司也顺利通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3）公司三大产品积极挖掘用户需求，产品市场占有率得到进一步稳固 

近年来刺绣机电控高附加值产品越来越受到厂家的欢迎，针对这一特点，公司积极向用户推

荐新款机型，2016年在产品销量同比变化不大的情况下，销售收入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同时单头

机产品通过产品改进、销售策略调整等手段，产品市场占有率比去年同期明显上升。 

面对行业环境和激烈的竞争，工缝机事业部抓紧用户端的沟通工作，调整定价策略，对主要

大客户进行了重点跟踪，巩固了工缝机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同时积极推进与海外整机厂的合作事

项。 

经过努力，横织机电控产品的各项经营指标均出现向好趋势，销售数量及销售额有所增长，

费用下降。 

1.3、公司并购重组项目正在申报进行中。 

公司开展了对电脑织袜机电控业务的股权收购。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南通瑞祥针织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持有的浙江大豪明德智控设备有限公司 9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目前相关申报程序

正在进行中；与嵩山资本合作成立了产业基金，并对浙江桔子针织设备有限公司进行了投资。公

司借助资本平台开展对外投资的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会〔2016〕2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规定：“全面试行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名称调整为“税金及附加”科目，该科目核算企业

经营活动发生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税、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项目。”公司的

科目设置及会计政策按此通知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是根据国家政策调整而变更，不涉及追溯调

整事宜。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包括 3家，与上年相同，没有变化，具体见本附注“八 、在其他

主体中的权益”。 

 

 

                            

                                                          董事长：郑建军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7 年 1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