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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6-033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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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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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洁敏 独立董事 个人工作原因 尚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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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投生态 股票代码 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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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仁力 熊艳芳 

办公地址 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 昆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浦路 6 号 

传真 0871-67355849 0871-67279185 

电话 0871-67355849 0871-67279185 

电子信箱 trl777@live.cn xyfang198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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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 

经依法登记，《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为：植物种苗工厂化生产；市政公

用、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园林养护；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土保持、生态环保产

品的开发与应用（不含管理商品）；工程技术咨询； 观赏植物及盆景的生产、销售及租赁；

生物资源开发、生物技术的开发、应用及推广；植物科研、培训、示范推广；园林机械、园

林资材的生产及销售；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为绿化苗木种植及销售、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环境治理、生态修复。 

1、绿化苗木种植及销售业务。公司拥有从品种和技术研发、苗木生产到绿化工程施工的

全产业链，自成立以来，公司先后在北京、成都及云南省内河口、金殿、思茅、旧县、卧云

山、马鸣、小哨、月望等地建立了苗木生产基地，拥有独立使用权苗木生产基地近 1.8 万亩。

各基地栽培有规模化的各类乔木、灌木、地被、室内观花、观叶植物。同时公司还拥有晚春

含笑、喜临门杜鹃、娇艳杜鹃三个植物品种权，以及高起点建成的 GMP 标准“观赏植物组培

工厂”，车间安装了 10 万级净化及中央空调控制系统、无菌工作台，配套脉冲式自控灭菌柜

等设备，设施设备装备水平领先于国内同类条件平台建设，并建立了与之配套的科学、规范、

标准化的操作技术规程和管理规范。 

2、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公司是云南省首家获得国家园林绿化施工一级资质的企业，具

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公司拥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设计团队，先后承建了昆明

北京路道路绿化恢复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昆明外国领事馆区室外园林绿化工程、昆明市党

政机关行政中心景观绿化工程、江西丰城市桥头公园、江西丰城市丰水湖公园、成都武侯“198”

绕城高速路两侧植绿项目、重庆酉阳桃花源广场扩建建设工程及桃花源景区改造等的绿化工

程。其中，公司于 2013 年承接的昆明北京路道路绿化恢复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充分结合运

用云南本土特色苗木花卉，营造出舒适的道路景观空间，展示了现代城市道路形象。北京路

道路绿化恢复及景观提升改造工程初验完工后，该道路被誉为“春城第一景观大道”。 

 3、环境治理、生态修复业务。自 2014 年开始公司积极开展向生态环保行业转型，通过

努力获得了云南省环境保护行业污染治理乙级资质及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具备了承接生

活污水治理、生态治理（保护）及恢复相关工程的资格条件。业务方面，公司积极推进以流

域治理为重点的生态环保业务拓展，已与通海县人民政府签署了《通海县“山、城、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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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生态（旅游）综合体项目 PPP 合作框架协议》，近期实施完成了通海秀山古镇水系恢复工

程。同时，公司积极跟踪高原湖泊治理、流域治理、国家湿地公园建设等方面的项目，取得

了一定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仍处于战略转型阶段，公司主要业务的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收入主

要来源于来自于绿化工程设计施工业务，并以市政园林与地产园林为主。 

（二）行业发展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

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列为国家“十三五”十大任务目标之一，并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

发展理念之一，为公司所从事的城市绿化及生态环保行业带来持续性的发展机会并呈现了广

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也对城市建设、生态治理的策划、规划、设计、建设、质量、管理与科

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九·公

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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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5 年 2014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 年 

营业收入 843,267,363.62 730,863,861.53 15.38% 444,668,46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48,418.33 4,605,549.63 122.52% 15,870,1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855,667.00 5,226,126.48 241.66% -25,577,45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482,761.95 -212,925,031.56 59.38% -289,694,464.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0.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3 100.00% 0.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0.75% 0.51% 4.71%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 年末 

资产总额 2,884,632,254.48 2,415,727,761.45 19.41% 1,535,974,68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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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6,540,700.47 806,111,757.28 1.29% 345,183,483.1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44,772,894.36 195,839,948.78 221,602,138.77 281,052,38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29,783.28 684,391.05 2,012,440.51 5,321,80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66,251.23 1,651,119.05 1,105,327.29 12,732,969.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506,499.81 -47,901,594.92 -116,087,702.68 114,013,0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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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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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6 

年度报告披

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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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0% 38,859,124 38,759,124   

何学葵 境内自然人 7.20% 13,257,985 13,257,985   

徐洪尧 境内自然人 6.70% 12,342,402 12,342,402 质押 9,530,000 

张国英 境内自然人 6.49% 11,944,260 11,944,260 质押 7,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

安低碳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 5,359,818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国有法人 2.84% 5,224,741    

云南省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1.98% 3,638,988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精选平

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9% 2,199,621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2,100,10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2,073,3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徐洪尧，张国英为夫妻关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对一致行动人的定义，徐洪尧与张国英互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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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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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公司围绕经营实现盈利的总体目标，以打造行业内优秀平台公司为核心追求，确

立经营一流、市值最优的导向，推行产融互动经营理念，向“提供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运

营商”的定位逐步转型，以“业务转型、模式调整、管理升级、深化改革”为核心开展经营

管理工作，扎实抓好主业经营、业务转型、改革创新、管控治理等重点工作，经营业务收入

和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1.绿化工程业务方面：以工程设计及业务营销为抓手，不断提升工程业务经营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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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通过调整承接模式、推行全员营销等方式，全力拓展、重点攻关重点项目，并积极布局

省内外新区域业务。加强成本控制，努力提升项目效益，本部全年实现项目毛利率29.21%。

积极推进历史项目的审计结算，加大工程款催收力度，成效显著。 

2.绿化苗木和花卉方面：进一步优化基地规划布局，积极探索和推动苗木花卉业务调整

和转型。加大优化基地品种结构，在新品种引种和扩大种植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以垂直绿墙

和庭院景观推广为重点，积极拓展室内和庭院景观业务。在花卉方面，加大对外合作力度，

在原有米尔特兰业务合作基础上，开发新型兰花品种。 

3.生态及环保业务方面。获得了云南省环境保护行业污染治理乙级资质，具备了承接生

活污水治理、生态治理（保护）及恢复相关工程的资格条件。制定在生态环保业务方面的发

展规划，当前重点推进流域治理业务。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经营形势，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

标，按照“业务转型、模式调整、管理升级、深化改革”的经营管理思路，团结奋进、踏实

向上，扎实抓好主业经营、业务转型、改革创新及管控治理等重点工作。2015年度共实现营

业总收入84,326.74万元、营业利润5,405.12万元、利润总额4,394.1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024.84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5.38%、110.13%、74.16%、122.52%。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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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化工程施工 821,738,843.76 581,733,891.41 29.21% 19.91% 20.2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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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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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12,403,502.09元，增长15.38%，主要原因是：

本报告期内，水岸晴沙工程、义龙新区道路绿化项目项目、六盘水国际试验学校项目及其他

工程项目开工量增加较大，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增加，以及桃花源景区改造工程审

计结算收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73,110,955.89元，增长14.07%，主要原因是:水

岸晴沙工程、义龙新区道路绿化项目、六盘水国际试验学校项目及其他工程项目开工量增加

较大，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的收入增加，从而导致成本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642,868.70元，增长122.52%，

主要原因是：收入比去年增加，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计提数减少所致。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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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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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月23日二级公司昆明美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设立三级公司重庆云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本年度重庆云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除为购买土地支付相关费用30,566,086.22元外，无其他大额项目列支。重庆云

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末财务信息：资产36,574,172.00元，净资产19,949,044.67元，

净利润-50,955.33元。 

除以上说明外，本年合并范围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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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对 2016年 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槐璋        

    二〇一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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