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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0-071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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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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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 股票代码 0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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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军晖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 6 号  

电话 020-62612188-232  

电子信箱 wujh@xilo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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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7,914,416.84 1,622,454,020.85 10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5,840,295.07 15,016,447.09 7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300,471.60 12,810,224.14 -24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9,769,413.87 -275,449,311.69 -177.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2% 0.84% 0.4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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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元） 4,496,249,843.91 4,230,935,377.97 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8,579,078.56 1,942,128,281.67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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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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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波 境内自然人 14.22% 83,204,290 62,403,217 质押 69,199,994 

黄少群 境内自然人 12.73% 74,500,000 55,875,000 
质押 66,739,879 

冻结 7,760,000 

黄伟鹏 境内自然人 11.72% 68,603,004 51,452,253 质押 65,773,000 

上海国药圣礼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7% 20,878,550 0   

黄侦杰 境内自然人 2.61% 15,247,500 11,435,625 质押 15,240,000 

黄侦凯 境内自然人 1.95% 11,435,625 8,576,719   

新疆名鼎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8% 10,444,688 7,833,516   

童美芳 境内自然人 0.79% 4,650,000 0   

徐进 境内自然人 0.74% 4,325,550 0   

李伙开 境内自然人 0.59% 3,445,10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黄

伟波、黄伟鹏、黄少群系兄弟关系，黄侦凯、黄侦杰系黄伟波之子。（2）除“（1）”

已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 10 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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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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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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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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对不少行业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面对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公司按照保稳定、求发展的总体要求，在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

有序恢复公司各项运营生产活动，通过拓市场、控成本、强管理，多项举措降低疫情的影响，保持企业经营活力。报

告期内，主要各项工作如下： 

1、紧密关注市场动向，优化销售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系统性归纳分析市场数据，进一步挖掘细分行业，强化与客户的战略关系，特别是重点市场的销

售关系和经销商渠道重构，着力扩展大客户深入合作；通过不断加强市场和竞争分析，优化并执行营销管理、考核激

励机制，细分销售管理区域，销售渠道进一步下沉。同时，通过新产品的开发、定制化产品的服务，增强产品服务能

力，提升品种竞争力和企业的配套服务能力。 

2、积极探索创新机制，促进技术研发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技术研发中心分工调整和细化，从产品管理、技术研究、管理支撑三条线维度，落实目标结

果导向，促进核心技术升级，加强部门紧密合作，实现产品快速迭代。坚持以技术项目为抓手，不断调整优化结构，

积蓄发展力量，增强发展后劲。通过引进行业背景的技术应用型人才组建团队，围绕试剂上下游配套产品研发、一站

式解决方案等方面开展技术创新工作，顺利启动试剂灼刻液、行业相关材料等研发项目。 

3、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组织效率 

面对新冠疫情，公司经营管理层积极应对，强化精细管理，优化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的流程和供应链体系，

加强各产品部门及子公司间的协同，提升内部运营效率，合理减少费用支出，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4、积极防控疫情，践行社会责任 

公司作为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及配套企业，一方面紧抓疫情防控不放松，落实细化防控工作，

另一方面全力加入到疫情防控队伍中，着力生产消杀试剂产品，研发、生产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调动资源

尽力保障供应。同时已通过各种途径将相关消杀产品捐赠给医院、慈善机构、学校使用，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了《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并完成了备案等手续，打开品牌面向民用消费端，满足

家用、外出、通用、特定等多种使用场景。 

5、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工业互联网 

报告期内，公司数字化中台建设西红柿CLUB上线，已实现内部销售管理；橙基因检测系统上线，可以形成浏览

购买，绑定分析、报告推送的一体化用户体验。 

公司运用互联网的思维，积极着力打造“有料、试剂、物流、金融”为前端、“业务、大数据”为中端、“OA、

NC、WMS、MES等系统”为后端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以求通过赋能化工平台的方式加码经营，推动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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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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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2017 年度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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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 号）（四项准则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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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

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

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

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

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公司

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

（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公司选择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公

司调整 2019 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2018 年度的

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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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

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

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当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报，对可比期间信息

不进行追溯调整。因此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

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也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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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的增加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福建省希望之星精准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 福建 服务业  100.00 投资设立 

广东西陇化工有限公司 汕头 汕头 制造业 100.00  投资设立 

柳州西陇科学技术有限公司 柳州 柳州 商业  30.00 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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