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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5      证券简称：ST 云维      公告编号：临 2021－035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修订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落实退市新规中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通知》的有关规定，2020

年度，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曲靖友榕供应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友榕公司”）销售的商品为其指定的“双友”品牌钢制品，客户和供

应商单一。虽然公司 2020 年度开展此项业务形成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相关，且当前公司仍在持续开展此项业务，但考虑到该项交易业务的特

殊性，为了避免影响报表使用人对照退市新规判断公司是否触及财务类退市指标

时，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作出正常判断，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将上述与

友榕公司发生的贸易收入 69,917.8 万元作为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在营业

收入中扣除，与此相关的利润 624.32 万元计入非经常性损益。为此需对 2020 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七、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8年 

营业收入 1,375,346,995.46 1,337,916,290.01 2.80 1,007,360,0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16,034,423.54 12,598,591.87 27.27 13,007,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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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865,048.13 8,281,179.58 -5.03 25,683,76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15,686.23 -15,702,373.04 227.47 -41,793,350.02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7,117,338.92 301,082,915.38 5.33 288,484,323.51 

总资产 434,185,103.28 402,379,077.05 7.90 343,550,942.26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

上年同

期增减
(%) 

2018年 

营业收入 1,375,346,995.46 1,337,916,290.01 2.80 1,007,360,098.74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676,169,011.27 1,337,916,290.01 -49.46 1,007,360,0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034,423.54 12,598,591.87 27.27 13,007,74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621,884.41 8,281,179.58 -80.41 25,683,769.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015,686.23 -15,702,373.04 227.47 -41,793,350.02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同期末

增减（%

） 

2018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17,117,338.92 301,082,915.38 5.33 288,484,323.51 

总资产 434,185,103.28 402,379,077.05 7.90 343,550,942.26 

 

（二）主要财务指标 

修行前内容：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102 27.45 0.0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102 27.45 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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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0064 0.0067 -4.48 0.0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4.27 增加0.92个百

分点 

4.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2.54 2.81 减少0.27个百

分点 

9.11 

修订后内容：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2019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8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102 27.45 0.01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0 0.0102 27.45 0.01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

收益（元／股） 

0.0013 0.0067 -80.60 0.02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4.27 增加0.92个百

分点 

4.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0.52 2.81 减少2.29个百

分点 

9.11 

 

九、2020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修订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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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78,500.82 301,370,396.69 339,179,017.86 498,719,08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65,918.89 5,656,052.63 -597,878.10  4,110,33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220,028.50 3,052,998.84 -457,235.49 4,049,25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57,628.15 -16,004,666.50 -8,958,762.32  92,936,743.20 

修订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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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78,500.82 301,370,396.69 339,179,017.86 498,719,08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65,918.89 5,656,052.63 -597,878.10  4,110,33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93,082.93 1,533,679.51 -2,132,805.76 2,614,09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957,628.15 -16,004,666.50 -8,958,762.32  92,936,7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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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

适

用）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43.16       -401.71 29,232.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0,642.61       58,596.97 322,287.6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229,652.8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

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

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

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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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

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8,041,575.96       4,029,564.20 -13,027,547.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169,375.41       4,317,412.29 -12,676,027.52 

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20 年金额 

附注

（如

适

用） 

2019 年金额 2018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43.16       -401.71 29,232.7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0,642.61       58,596.97 322,287.6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229,652.83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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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

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8,041,575.96       4,029,564.20 -13,027,547.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6,243,163.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4,412,539.13       4,317,412.29 -12,676,027.52 

十八、补充资料 

1、 当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修订前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43.1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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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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42.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41,575.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8,169,37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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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内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843.1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

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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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642.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

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

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

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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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041,575.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243,163.72 为公司本年度与友榕公

司销售的商品形成的利

润，该利润虽然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

公司本年度开展的贸易

业务客户和供应商单一，

考虑到该交易业务的特

殊性，为避免影响报表使

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

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经

自查将其调整为非经常

性损益。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14,412,539.13       

 

2、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修订前内容：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5.19 0.0130 0.01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54 0.0064 0.0064 

修订后内容：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5.19 0.0130 0.01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52 0.0013 0.0013 

 

上述修订已于 2021 年 5 月 14 日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后的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修订版）》、《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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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网站（www.sse.com.cn）。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此出具

的《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的说

明专项核查报告》、《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财务信息修订

事项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于同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