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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谢力、总经理董绍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家兴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瑞龙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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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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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189,368.42 94,460,264.80 13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0,935.13 -18,881,511.43 9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432,295.56 -19,427,156.06 8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37,372.62 -25,304,062.98 45.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0.0593 91.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8 -0.0593 91.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2.03%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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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732,253.05 1,345,104,208.25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74,414,275.12 875,090,592.60 -0.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481,606.1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44,031.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656.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1,883.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049.95  

合计 1,911,360.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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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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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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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9.43% 125,605,62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3% 50,756,653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10,994,886 7,696,421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2% 6,131,301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5% 4,617,853 4,617,852 冻结 4,617,853 

刘鹰 境内自然人 1.27% 4,035,90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2,202,504    

孙先君 境内自然人 0.51% 1,618,000    

唐伟雄 境内自然人 0.27% 845,200    

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803,78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5,605,626 人民币普通股 125,605,626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50,756,653 人民币普通股 50,756,653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6,131,301 人民币普通股 6,131,301 

刘鹰 4,03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5,900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3,298,465 人民币普通股 3,298,465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202,504 人民币普通股 2,202,504 

孙先君 1,6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000 

唐伟雄 845,200 人民币普通股 845,200 

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 803,780 人民币普通股 80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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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雪峰 7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72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兵器装备集团为南方资产及长江光电的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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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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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本期货币资金比期初减少44.19%，主要是本期偿还短期借款2500万元所致。 

2、本期应收账款比期初增加31.48%，主要是本期连杆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 

3、本期预付款项比期初增加128.30%，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承德银河的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4、本期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2.73%，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比年初数减少所致。 

5、本期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43.58%，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承德银河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6、本期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60.42%，主要是全资子公司承德银河本期办理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7、本期长期应付款比期初减少38.74%，本期支付了“三供一业”供电移交项目资金。 

8、本期少数股东权益比期初增加35.25%，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实现盈利。 

二、利润表项目 

1、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35.22%，主要是本期连杆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2、本期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17.24%，主要是连杆产品收入增加的同时，产品的成本同向增加。 

3、本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179.73%，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上交税费增加。 

4、本期其他收益同比增加87.56%，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5、本期营业利润同比增加94.87%，主要是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幅度大于营业成本增加幅度，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6、本期营业外支出同比下降100.02%，主要是因为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减少。 

7、本期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364.61%，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的所得税费增加。 

8、本期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123.35%，主要是扬州子公司本期利润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11465.80%，主要是因为子公司承德银河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2、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933.31%，主要是子公司承德银河本期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 

3、本期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112.20%，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导致上交税费增加。 

4、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125.02%，主要是因为本期设备购置增加。 

5、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243080.20%，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收到的现金增

加。 

6、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40.78%，主要是本期资产处置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122万元，本期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804万元。 

7、本期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811.50%，主要是本期支付棚户区改造工程款增加。 

8、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6125.38%，主要是本期没有新增借款，并偿还了部分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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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江苏省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贵

州长征天成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杨金余、陈

冬兵、黄永生、

王良俊、周作安 

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 
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持续 正常履行 

江苏省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贵

州长征天成控

股股份有限公

司、承德友佳投

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和周作

安等 27 名自然

人 

关于股份锁

定的承诺 

一、因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

定向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 12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二、在上述约定股份锁定期届满后，

同意在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后，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定向发行的股份应按照 30%、

30%、40%的比例分三期解除限售。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持续 

除江苏省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贵

州长征天成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杨金余、陈冬兵、

黄永生、王良俊、

周作安之外，其

余股东的股份已

解除限售。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公司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承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2、

公司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承诺避免同业竞争。3、公司股东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

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规

范关联交易。4、公司股东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其向公司及

公司为重大资产重组而聘请的中介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持续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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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提供交易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性，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

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

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公司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承诺避免同业竞争。2、公司股

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无条件承担公司及西仪安化、重庆

西仪两个子公司因未办理房屋及土

地租赁备案登记事宜而受的行政处

罚。3、公司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承诺如果未来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变更导致对公司 2002 年与华

融公司的债务重组收益征收所得

税，集团代公司偿付，并免除向公

司追偿。4、公司股东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未来工商部门

依法追究公司改制设立时因注册资

本未到位的法律责任，集团将无条

件承担该责任。5、公司股东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税务部

门追缴因公司前身（云南西南仪器

厂）逐年亏损所欠缴增值税形成的

呆账税金，将代替公司缴纳该部分

税金形成的滞纳金。 

2008 年 08

月 06 日 
持续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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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1,000 -- -500 -2,585.46 增长 61.32% -- 80.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 -- -0.016 -0.081 增长 61.73% -- 80.25% 

业绩预告的说明 2021 年上半年，公司连杆产品销售收入大幅增加，经营业绩有所提升。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0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力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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