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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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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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60,264.80 174,704,083.18 -45.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81,511.43 -4,821,170.41 -29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427,156.06 -4,789,266.97 -30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304,062.98 11,799,130.32 -31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24 -0.0151 -3,889.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24 -0.0151 -3,88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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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127,476.85 1,455,461,931.12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19,621,196.58 938,373,694.67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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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77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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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1,722.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6,300.93  

合计 545,644.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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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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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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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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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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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92,500    

李敏 境内自然人 0.70% 2,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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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1,500,000    

唐雷 境内自然人 0.28%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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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4,292,5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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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敏 2,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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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唐雷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 803,780 人民币普通股 803,780 

杨忆曚 633,500 人民币普通股 63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武汉长江光电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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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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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产品的出口下降，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上升，导致2020年一季度收入减少，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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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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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公司、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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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中国南方

工业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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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规范关联交

易。4、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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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2

月 28

日 

持续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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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公司、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方

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就上市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摊薄即期回报事宜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

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切实

履行对公司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 

2016

年 06

月 27

日 

持续 正在履行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摊薄即

期回报采取填

补措施的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

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公司利益；2、承诺对职务消费行

为进行约束；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

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4、

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

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

情况相挂钩；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

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

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2016

年 06

月 27

日 

持续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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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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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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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公司、南方工业资

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1、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南

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诺避免

同业竞争。2、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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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08

月 06

日 

持续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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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租赁备案登记事宜而受的行政处

罚。3、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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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中国南方

工业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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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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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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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20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3,500 至 -2,5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7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疫情影响，公司部分产品的出口下降，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上升，导致

收入减少，利润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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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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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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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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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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