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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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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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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仪股份 股票代码 002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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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家兴 赵瑞龙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山冲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山冲 

电话 0871-68580370 0871-68580658 

电子信箱 xygf002265@163.com xygf00226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连杆、其他工业产品、其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主要产品为轿车、微车和轻型车系列连杆、

其他工业产品以及关键零部件。 

汽车发动机连杆是汽车发动机的五大关键零部件之一（缸体、缸盖、曲轴、连杆和凸轮轴），主要用于汽车动力系统。

自1994年第一条生产线建成以来，公司专注于各种汽车发动机连杆产品的生产及工艺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投入和市场拓展，

公司被纳入国际汽车巨头的零部件全球采购体系。 

其他工业产品是公司成立以来就开始从事的业务，通过长期不间断地产品研发、技术积累和工艺革新，其他工业产品的

技术水平已具有先进水平，现行产品系国家特许生产，用于专门用途。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有1、采购模式：公司对外采购模式主要实行招投标、市场竞价采购模式。2、生产模式：在生产制造

方面公司以销定产，实行精益生产。3、销售模式：公司的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每年与客户签订供货合同，明确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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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预计需求量。本公司所从事业务是机械加工行业，市场竞争主要体现为技术和产品的竞争。本公司经过长期的技术开发

积累，已拥有一批专利和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拥有这是构成本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同时，本公司将继续通过技术

培训、工作锻炼、内部激励等各种方式，不断提升实力，保持技术上的竞争优势。 

公司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其他工业产品和连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他工业产品的特殊地位和国家计划采购模式决定

了这类产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但利润大小受   国家计划影响，公司在产品数量与价格方面的控制力较弱。连杆产品是
公司近几年的主要利润来源。经过技术改造后，公司在连杆方面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竞争力大大加强，在确

保微车连杆市场占有率的前提下，重点发展毛利率更高的中高级轿车连杆市场，产品结构的优化是公司连杆产品利润增加的

主要原因。 

    报告期公司处于业务发展期，新产品开发较多，产品的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公司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一定实效，通过争取

政策支持等多项措施，本年度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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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6,793,328.15 766,790,403.50 -2.61% 904,138,82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7,904.05 -68,387,295.06  19,679,2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940,328.34 -81,365,065.01  7,402,90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739,511.28 92,441,212.72 38.18% 136,151,04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1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7.28%  2.05%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455,461,931.12 1,393,990,740.16 4.41% 1,466,959,5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8,373,694.67 906,410,282.46 3.53% 972,246,352.1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4,704,083.18 178,418,960.62 149,435,138.93 244,235,14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821,170.41 -884,736.73 -16,646,388.36 29,400,19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789,266.97 -5,633,867.22 -19,481,057.89 -3,036,136.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99,130.32 19,627,681.43 -8,401,997.38 104,714,6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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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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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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4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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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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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长征天

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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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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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 1,475,000    

武汉长江光
电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803,780    

周作安 
境内自然
人 

0.20% 628,493 618,516   

姚国平 
境内自然

人 
0.17% 552,734 228,694 冻结 55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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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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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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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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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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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发动机连杆、其他工业产品、机床零部件及其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主要产品为轿车、微车和轻

型车系列连杆、其他工业产品以及机床关键零部件。 

汽车发动机连杆是汽车发动机的五大关键零部件之一（缸体、缸盖、曲轴、连杆和凸轮轴），主要用于汽车动力系统。

自1994年第一条生产线建成以来，公司专注于各种汽车发动机连杆产品的生产及工艺研发，经过多年的技术投入和市场拓展，

公司被纳入国际汽车巨头的零部件全球采购体系。 

其他工业产品是公司成立以来就开始从事的业务，通过长期不间断地产品研发、技术积累和工艺革新，其他工业产品的

技术水平已具有先进水平，现行产品系国家特许生产，用于专门用途。 

公司主要经营模式有1、采购模式：公司对外采购模式主要实行招投标、市场竞价采购模式。2、生产模式：在生产制造

方面公司以销定产，实行精益生产。3、销售模式：公司的销售主要采用直销模式，每年与客户签订供货合同，明确产品价
格、预计需求量。本公司所从事业务是技术加工型行业，市场竞争主要体现为技术的竞争。本公司经过长期的技术开发积累，

已拥有一批专利和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拥有这是构成本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同时，本公司将继续通过技术培训、

工作锻炼、内部激励等各种方式，不断提升实力，保持技术上的竞争优势。 

公司目前利润的主要来源为其他工业产品和连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其他工业产品的特殊地位和国家计划采购模式决定

了这类产品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小，但利润大小受国家计划影响，公司在产品数量与价格方面的控制力较弱。连杆产品是公司

近几年稳定的利润来源，且逐年增长。经过技术改造后，公司在连杆方面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竞争力大大加

强，在确保微车连杆市场占有率的前提下，重点发展毛利率更高的中高级轿车连杆市场，产品结构的优化是公司连杆产品利

润增加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公司处于业务发展期，新产品开发较多，产品的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公司降本增效工作取得一定实效，但受市场下滑

等影响，公司经营质量有所下降。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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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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工业品 159,595,075.55 37,612,421.31 23.57% 150.06% 2,987.08% 21.66% 

2、汽车连杆类 557,219,799.86 61,607,019.10 11.06% -17.71% -43.07%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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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同比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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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1、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7 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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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统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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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9〕8 号），对《企业会计准

则第 7 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 

3、债务重组准则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9〕9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 组》进行了修订，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 

4、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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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废止。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19 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

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

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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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以下政策：  

1、财政部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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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4、《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5、《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 

公司金融工具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金融资产分类改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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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

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 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6、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衔接规定，在准则实施日，公司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

原准则的差异调整计入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该准

则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变更 

公司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明确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非货币准则之外。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 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首选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

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

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该准则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三）债务重组会计准则变更 

公司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包括：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债务清偿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时债权人做出

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

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根据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对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

行调整，对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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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该准则实施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四）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内容及影响 

根据《修订通知》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和“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合并资产负债表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将合并

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合并利润表中“投

资收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以上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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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6日，公司子公司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在江苏盐城设立全资子公司苏垦银河汽车部件盐

城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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