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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92         证券简称：云煤能源      公告编号：2017-030 

债券代码：122258         债券简称：13 云煤业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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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18 号），收函后，公司就问询函中所提

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分析，现将相关回复公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情况 

1.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业绩扭亏转盈，其中营业收入 33.75 亿元，同

比下降 15.25%,营业成本 29.94 亿元，同比下降 27.04%，毛利率 11.29%，同比

上升 14.33 个百分点。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产品价格、主要原材料价

格、成本构成变化及主要产品产销量，说明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及因营业成本均

下降的原因；（2）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说明毛利率上升的

原因，并说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公司回复： 

（1）结合产品价格、主要原材料价格、成本构成变化及主要产品产销量，

说明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及因营业成本均下降的原因； 

 

2016年主要产品销量、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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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销量（万

吨、亿

方） 

单位售价（元

/吨、元/万立

方米） 

营业收入

(万元） 

营业成本（万

元） 

毛利率

（%） 

销售量

比上年

增减（%）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焦炭  202.30    1,111.11  224,777.48  202,529.18    9.90   -24.97    -8.62   -22.78    16.53  

煤气    2.74   10,985.07  30,099.08   29,308.15    2.63   -30.69   -34.04   -38.27     6.67  

煤化工副产品   21.35    1,470.07  31,386.06   30,659.03    2.32    -1.60   -25.58   -26.08     0.67  

工程收入     2,061.74    1,091.82   47.04     -10.72   -16.51     3.66  

煤炭        545.99  3,750.93    2,363.71   36.98     -16.12   -30.59    29.22  

装备制造     33,687.09   23,844.14   27.30     -33.85   -52.98    20.58  

合计     325,762.39  289,796.04   11.04     -16.79   -28.74    15.56  

 

2015 年主要产品销量、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比较表： 

主要产品 
销量（万

吨、亿方） 

单位售价（元/

吨、元/万立方

米）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

（万元） 
毛利率（%） 

焦炭    269.63      912.31   245,981.04  262,275.55     8.50  

煤气      3.95   11,542.98    45,632.33  47,477.97     2.47  

煤化工副产品     21.70    1,943.77    42,174.23  41,475.97     2.30  

工程收入       -         2,309.29  1,307.73    45.38  

煤炭      6.87      650.91     4,471.78  3,405.43    28.62  

装备制造       50,926.63  50,708.59    22.64  

合计      391,495.31  406,651.24     9.55  

 

售价比较表：                                单位：元/吨   元/万立方米 

主要产品 2016年售价（不含税） 2015年售价（不含税） 售价比上年增减 

焦炭 1,111.11 912.31 198.80 

煤气 10,985.07 11,542.98 -557.91 

煤化工副产品 1,470.07 1,943.77 -473.69 

 

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6.07 亿元，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6.57 亿元，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 

焦炭销量比上年减少 67.33 万吨，减少收入 7.49 亿元，售价比上年增加 198.8

元/吨，增加收入 5.36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收入减少 2.1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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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气销量比上年减少 1.21 亿方，减少收入 1.33 亿元，售价比上年减少 0.06

元/方，减少收入 0.22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收入减少 1.55 亿元。 

煤化工副产品销量比上年减少 0.35 万吨，减少收入 0.05 亿元，售价比上年

下降 473.69 元/吨，减少收入 1.03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收入减少 1.08 亿元。 

煤炭销量同比减少影响收入减少 0.07 亿元,工程收入同比减少 0.02 亿元。 

装备制造收入较上年同期小幅上涨，得益于钢铁、水泥等价格上涨带动机械

产品市场趋好，价格回升，但装备制造因 2016 年缩减合并范围影响收入减少共

计 1.72 亿元。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11.1 亿元，主要是主营业务成本同比减少 11.69 亿元，减

少的主要原因是： 

焦炭销量比上年减少 67.33 万吨，减少成本 6.74 亿元，单位成本比上年增加

28.39 元/吨，增加成本 0.57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成本减少 6.17 亿元。 

煤气销量比上年减少 1.21 亿方，减少成本 1.3 亿元，单位成本比上年减少

0.13 元/方，减少成本 0.36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成本减少 1.66 亿元。 

煤化工副产品销量比上年减少 0.35 万吨，减少成本 0.05 亿元，单位成本比

上年下降 475.57 元/吨，减少成本 1 亿元，两项合计共影响成本减少 1.05 亿元。 

煤炭销量同比减少影响成本减少 0.1 亿元,工程成本同比减少 0.02 亿元。 

装备制造成本大幅下降主要是，同期销售的库存产品上年计提的存货减值准

备转回 0.23 亿元，降低了销售成本，此外由于 2016 年钢结构业务调整，缩减合

并范围，影响成本减少 2.46 亿元，两项共计影响成本减少 2.69 亿元。 

（2）结合公司主要产品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说明毛利率上升的原因，并

说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下降幅度大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故毛利率上升，原因是：

2016 年上半年，受国家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影响，行业整体形势持续低迷，

钢铁企业大幅调减生产负荷，使得焦化等煤化工行业生产经营面临重重困难。受

国际石油价格持续低位振荡影响，基础化工产品的价格一路走低，化工产品销售

形势严峻。2016 年三季度，受去产能因素影响，钢铁价格上调，随着对焦炭需

求量增加，从而造成焦炭供需失衡，因此焦炭价格大幅上调。9 月份，虽然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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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所回落，但在煤炭价格保持高位的情况下，焦炭价格仍然有所上涨，且涨

幅高于原煤炭价格的涨幅，故焦炭、原煤产品的毛利率上升较大。 

装备制造业务是按合同、订单组织生产，实行以销定产，其毛利率变化主要

与市场供求情况、产品订单、生产产量以及上游原材料价格等紧密相关。 

因此，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焦化行业、装备制造业受市场供需关系等多

重因素影响，并出现阶段性波动，因此毛利率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2.年报显示，公司 2016 年一至四季度分别实现收入 7.00 亿元、7.60 亿元、

7.98 亿元、11.16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

别为-0.76 亿元、-0.90 亿元、-0.30 亿元、-1.0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

合公司产品盈利能力，说明公司收入呈逐渐扩大趋势，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亏损总体也呈扩大趋势的原因；（2）说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持续为负的情况下，

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如何保证。 

    公司回复： 

（1）结合公司产品盈利能力，说明公司收入呈逐渐扩大趋势，但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亏损总体也呈扩大趋势的原因； 

公司自 2016 年 9 月份以来，随着钢材市场的回暖，焦炭产品售价呈现逐步

上涨的趋势，产品售价的涨幅大于原材料价格的涨幅，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

损总体也呈扩大趋势主要是：第四季度计提金山煤矿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商誉

减值准备及昆焦制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6,517.37 万元，因为金山煤矿资产减

值测试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1 月 30 日，昆焦制气与昆钢重装资产置换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30 日，账务处理于 12 月完成。其次在年末转回了师宗煤焦化公司

以前年度亏损影响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4,348 万元，扣除以上两个因素影响后，第

四季度实现扭亏。 

（2）说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持续为负的情况下，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如何保

证。 

基于煤化工业务的前景，公司未来几年从上市公司持续盈利及保护中小股东

利益出发，公司将逐步退出煤化工业务并进行业务转型。考虑到因天然气置换城

市煤气，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作为昆明市唯一的城市煤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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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受此影响可能将面临资产大幅减值及巨额经营亏损，2016 年公司已将昆焦

制气置出上市公司，同时置入控股股东昆钢控股旗下的从事装备制造业的昆钢重

装的资产和业务，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优势优化、升级传统重型装备产业，培育、

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下一步公司将加大转型力度，积极向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

的方向进行转型升级，保证公司的持续发展和盈利能力，保证股东及中小投资者

的利益。 

 

3.年报显示，师宗煤焦化焦炭项目、师宗煤焦化甲醇项目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70.15%、47.44%。请公司：（1）结合相关产品市场情况、原材料情况，说明相

关产品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原因；（2）补充 2017 年 1 季度上述资产的利用率，并

说明上述产能利用率较低的情况是否将持续，以及对相关资产是否计提了相应

的减值准备。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相关产品市场情况、原材料情况，说明相关产品产能利用率较低

的原因； 

报告期内，师宗公司煤焦化、甲醇项目产能利用率不高主要原因是公司随原

料及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生产负荷所致。2016 年 2－4 月上旬由于受钢材

市场的影响，煤焦价格严重倒挂，公司为了减少亏损，组织安排了超低负荷生产，

焦炉生产负荷维持在 20%左右，由于无充足的煤气供应导致甲醇产量很低；2016

年 5－8 月在经济新常态情况下全国钢铁行业持续低迷，焦炭市场需求仍然不是

很充足，整个焦化行业生产水平普遍较低，云南省内焦化企业的生产负荷总体维

持在 50%左右，但师宗公司焦炭的生产负荷达到了 82%，甲醇的生产负荷达到了

66%，在省内属高负荷生产企业；2016 年 9 月份以后焦化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呈现

出市场供需矛盾有所缓解的形势，焦炭价格震荡走高，焦炭价格的涨幅大于原料

煤价格的涨幅，公司保持了较高的生产负荷。 

（2）补充 2017 年 1 季度上述资产的利用率，并说明上述产能利用率较低

的情况是否将持续，以及对相关资产是否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2017 年 1 季度师宗煤焦化、甲醇项目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24.96%、0%，产能

利用率较低原因是：根据 2016 年 12 月 6 日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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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监察指令》（2016 年第 1 号）要求大部分煤矿停产整顿，导致原料煤采

购困难，如从省外采购煤则运费较高，如采购进口煤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综

合考虑后，师宗公司一季度维持了较低的生产负荷。2017 年 3 月下旬煤矿开始

逐步复产，公司加大了原料煤的采购力度，提高了原料煤库存，从 4 月 11 日起

师宗公司逐步提升生产负荷，至 5 月 1 日已满负荷生产，甲醇装置也于 4 月 19

日开始出产品。公司预计后期师宗公司的煤焦化、甲醇项目装置将维持高负荷运

行，以满足省内周边钢铁企业及武钢集团昆钢股份公司的生产需求（武钢集团昆

钢股份公司自 2017－2020 年对师宗公司焦炭的需求量约为 90 万吨/年）。根据以

上信息，公司判断师宗煤焦化公司的低负荷生产是暂时现象，资产不存在明显的

减值迹象，故 2016 年报未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与公司就产能利用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讨论，取得了云南省

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的《云南煤矿安全监察指令》文件，复核了师宗公司产能利

用率较低形成的原因。 

（2）我们获取了师宗焦化公司经云煤能源总经理办公会通过的 2017－2020

年生产经营计划，复核了生产经营计划的编制过程和编制基础。查阅了公司主要

客户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计划。 

（3）我们核查了师宗焦化公司 2017 年 1－5 月的生产现状。 

（二）核查意见 

（1）经过核查，师宗焦化公司 2016 年甲醇项目的产能利用率较低，为

47.44％，主要原因系 2016 年一季度公司产品价格倒挂，调节生产所致。 

（2）2017 年 1 季度师宗煤焦化、甲醇项目产能利用率分别为 24.96%、0%，

产能利用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根据 2016 年 12月 6 日云南省煤矿安全监察局发布

的《云南煤矿安全监察指令》（2016 年第 1 号）要求大部分煤矿停产整顿，公司

无法组织足够的原料进行生产所致。从 4 月份开始已逐步恢复到正常的生产，产

能利用率较低的情况得到好转。此外，结合师宗焦化公司的生产经营计划，武钢

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焦炭需求，我们判断师宗焦化公司的主要资产不存

在明显的减值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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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投资收益 1.20 亿元、营业外收入 2.44 亿元，

分别占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247%、502%。请公司补充披露：（1）

本期形成上述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的主要交易；（2）上述利润来源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1）本期形成上述投资收益及营业外收入的主要交易； 

投资收益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498,674.55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6,659.84  

持有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LP 份额收益  41,356,487.32  

处置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LP 份额收益  78,998,666.66  

其他 433.10  

合   计 119,850,252.69  

 

营业外收入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合计 138,339.35  

其中：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138,339.35  

政府补助（详见下表：政府补助明细表） 240,446,863.77  

其他 3,100,159.31  

合   计 243,685,362.43  

 

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单位：元 

补助项目 本年发生数 

 天然气置换煤气亏损补贴  225,490,000.00  

 企业发展生产扶持资金  889,000.00  

 煤气工程贴息扶持资金  157,749.96  

 安宁市财政局 1#、2#焦炉拆除补助  1,740,000.00  

 安宁市节能降耗补助  650,000.00  

 安宁市财政局能源体系建设补助  60,000.00  

 云南省科技局研发经费投入补助  60,700.00  

 节能技术改造-煤调湿项目  330,000.00  

 煤调湿项目清算奖励资金  360,4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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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项目 本年发生数 

 干熄焦资产相关递延收益  2,167,916.67  

 政府奖励用于干熄焦节能技术改造资金  748,000.00  

 政府奖励用于干熄焦节能技术改造资金（清算奖励资金）  568,165.15  

 昆明市科学技术局科技奖  995,600.00  

 失保基金稳岗补贴  65,773.10  

 知识产权局专利资助费  12,200.00  

 2015年云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3,000,000.00  

 收稳增长扶持资金  5,000.00  

 年产 4.2万吨新型耐磨材料产业化奖励  66,666.67  

 1.8万吨/年贝/马复相钢耐磨铸件的发展及产业化  66,666.67  

 2015年省科技计划第二批科技项目科技金融补助经费  1,500,000.00  

 2015年云南省科技计划第三批项目及经费  50,000.00  

 2015年云南省科技计划第四批项目及经费  300,000.00  

 2015年度支持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扶持资金  245,000.00  

 新型贝/马复相铸钢材质矿用大直径锻钢球专项补助经费  230,000.00  

 2015年度鼓励品牌创建扶持资金  100,000.00  

 企业技术中心奖励  300,000.00  

 专利奖励费  1,000.00  

 2016年第二季度工业企业扩销促产补助资金  117,000.00  

 2016年云南省科技计划第二批项目经费金  140,000.00  

 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  30,000.00  

 合   计  240,446,863.77  

 

（2）上述利润来源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截止 2016年年末仍持有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LP 份额，根据

历史分配情况，可确认部分投资收益，营业外收入中的政府补助不具有可持续性。 

 

二、关联交易与资金占用 

5.年报显示，公司期末应收账款 13.31 亿元，较上年增加 297%。其中，关

联方应收款项组合年末余额约 13.10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末应

收账款较期初大幅增加的原因；（2）报告期末出现大量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原因，

以及上述关联方应收款项组合是否构成资金占用；（3）上述应收款的主要欠款

方是否存在偿债风险；（4）列示还款时间表及收回安排。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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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大幅增加的原因； 

报告期末应收帐款的主要明细如下： 

 
年末账面余额 年初账面余额 

款项内

容 
还款时间 

主要关联方应收账款：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79,204,693.79 21,588,189.11 焦炭款 2017年 2月末全额收回 

昆钢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动力能源分公司 
6,670,614.61 88,910.19 煤气款 2017年 4月末全额收回 

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18,842,639.16 17,231,842.57 材料款 2017年 2月末全额收回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安宁分公司 
279,976,955.46 28,067,760.89 焦炭款 2017年 2月末全额收回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新区分公司 
28,318,475.56 30,164,478.22 焦炭款 2017年 4月末全额收回 

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 34,902,180.68 48,397,537.90 材料款 

依合同约定，须对方对

产品验收通过设备能

力测试合格后方支付

货款。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111,638,977.78 81,401,560.27 焦炭款 2017年 2月末全额收回 

云南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22,358,278.90 1,619,641.75 贸易款 2017年 4月末全额收回 

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675,367,560.79  煤款 

截止 2017年 4月末已

收回欠款 5.04亿元，

余 1.71亿元将根据公

司公告的还款计划分

别于 5至 6月收回。 

攀枝花大江钒钛新材料有

限公司 
19,018,810.48  材料款 

依合同约定须经对方

工程验收合格，完成结

算后方可支付货款。 

合   计 1,276,299,187.21 228,559,920.90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9.95 亿元，其中关联方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10.42 亿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1）2016 年 11 月公司的股权置换完成，昆明

焦化制气有限公司期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增加了应收账款 6.75 亿元。同时昆

钢重装集团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应收攀枝花大江钒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加 0.19 亿

元；（2）2016 年由于受钢材市场不景气以及市场资金紧张的影响，公司的主要

客户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红河钢铁有限公司、玉溪新兴

钢铁有限公司资金紧张未能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考虑到双方的长期合作关

系，各方协商后达成了适当延期支付销售款的意见，并签订了补充协议，导致报

告期期末应收账款增加约 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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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末出现大量关联方应收账款的原因，以及上述关联方应收款项

组合是否构成资金占用； 

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对方销售回款困难，资金紧张，故欠款增加。买

卖双方基于长期合作，经友好协商达成延期付款约定。 

上述关联方应收款项未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3）上述应收款的主要欠款方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上述应收款的主要欠款方均已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按时偿还了欠款，详见

上表，故不存在偿债风险。 

（4）列示还款时间表及收回安排。 

收款时间表中已列示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获取了云煤能源报告期末应收账款的明细表，核查了应收账款增

加的主要客户及增加原因。 

（2）我们获取了公司与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红河

钢铁有限公司、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等主要欠款方签订的延迟还款补充协议，

结合云煤能源的销售合同对补充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了分析判断。 

（3）我们查阅了公司2017 年1－5月的账簿记录以及银行回单，以核实客户

是否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偿还了欠款。 

（4）我们查阅了公司2017年3月1日发布的《云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昆

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资金占用归还方案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7-012号），检

查了期后的收款情况以核实控股股东是否按期归还欠款。 

（二）核查意见 

（1）云煤能源期末应收账款的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更增加6.94

亿元，客户协商后延期付款增加约3.4亿元。 

（2）报告期末出现大量关联方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系公司的股权置换在同

一控制下进行，以及公司主要的客户均为关联方所致。以上关联方应收款虽然部

分已经过了信用期，但经双方协商后签订了延期付款的补充协议，欠款均在补充

协议约定的期限内进行了偿还，故不构成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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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上主要的欠款均在约定的期限内进行了清偿，故不存在偿债风险。 

（4）以上主要欠款方除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外，均已于2017年2－4月归

还了全部欠款。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公告的具体还款安排如下： 

分期 偿还时间 还款金额（万元） 

第一期 2017年2月末之前 8,520.00 

第二期 2017年3月末之前 8,520.00 

第三期 2017年4月末之前 8,520.00 

第四期 2017年5月末之前 8,520.00 

第五期 2017年6月末之前 8,718.79 

合  计 
 

42,798.79 

截至2017年5月25日，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还款均已完成，第四期和

第五期的还款尚未实施。 

 

6.公司于 2017 年 1月 4 日披露《关于转让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有限合伙份额及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将公司及子公司师宗煤焦化所持有

的 49,650 万元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投智瑞峰）有限

合伙份额，以 2015 年 12 月 21日为起息日，以本金加算 16%/年的债权收益转让

给关联方云南昆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房地产）。请公司：（1）

结合投智瑞峰的利润分配条款与主要资金投向，说明上述投资及转让安排等是

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其是否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2）结合上述 49,650

万元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的实缴出资时间，补充披露以 2015 年 12 月 21 日作

为起息日的合理性；（3）补充披露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持有的投智瑞峰有

限合伙份额及其实缴日期，并说明公司对上述留存份额的会计处理方式与依据，

对 2016 年净利润的影响，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投智瑞峰的利润分配条款与主要资金投向，说明上述投资及转让

安排等是否构成一揽子交易，及其是否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为提升公司资金收益和财务运作能力，经投智瑞峰推介，云煤能源根据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出资 10,650 万元

认购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师宗煤焦化分别于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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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2015 年 12 月 7日、2015 年 12 月 9 日出资 15,300 万元、16,800 万元、

6,900 万元认购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用于腾冲恒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自在山居”项目的建设。 

根据《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第 7条第 7.2款规定

“合伙企业的收入扣除应由合伙企业承担的各种费用、税金以及支付给执行事务

合伙人的管理费等后的剩余金额，对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和投资期限进

行收益分配”，及 2014 年 9月 23日签署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之补充协议》第 2条第 2.1款规定“产生于特定项目的全部收入，扣除由参与特

定项目投资的合伙人应承担的合伙企业成本费用后，由参与项目投资的合伙人完

全享有，其他合伙人不参与对该特定项目收入和收益的分配”。  

为盘活资金，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师宗煤焦化与投智瑞峰及昆钢地

产协商，公司于 2016年 3月 24日经云煤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通过，

2016年 3月 30日向云南省国资委完成备案。2016年 4月 29日经云煤能源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向昆钢地产转让云煤能源及师宗煤焦化所持有的

4.965 亿元有限合伙人份额。该事项已于 2016 年底完成，云煤能源收回投资本

金 4.965 亿元及相应收益，用于公司生产经营，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所述，对腾冲恒达项目的投资及转让安排不构成一揽子交易，并且不构

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结合上述 49,650 万元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的实缴出资时间，补充

披露以 2015 年 12 月 21 日作为起息日的合理性； 

公司转让的 49,650 万元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的实缴出资时间是：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出资 10,650 万元认购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师宗煤焦化分

别于 2014 年 12 月 23 日、2015 年 12月 7 日、2015 年 12月 9 日出资 15,300 万

元、16,800 万元、6,900 万元认购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月 4日发布的 2017-001号公告）。 

基于对该项目投资收益的预期，昆钢地产与云煤能源、师宗煤焦化、投智瑞

峰三方协商，昆钢地产建议根据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前年度收

益的分配及 2015年 12月的 LP收益分配情况，按照 2015年 12月 21日为起息日，

以本金加算 16%/年的收益的计算方式确定 LP 转让价格，受让云煤能源、师宗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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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所持有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 4.965 亿财产份额。 

为了盘活公司资产及满足公司资金的需求，更好的维护公司股东及中小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云煤能源、师宗煤焦化、投智瑞峰同意将所持有的 4.965 亿元有

限合伙人份额，按照前述方式确定的 LP 转让价格转让给昆钢地产。中和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为该转让事项出具《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 4.965亿财产份额资产评

估报告》，前述事项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经云煤能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

议通过，2016 年 3 月 30 日向云南省国资委完成备案。2016 年 4 月 29 日经云煤

能源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目前 LP 份额转让已于 2016 年底完成，

云煤能源收回投资本金 4.965亿元及相应收益。 

（3）补充披露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持有的投智瑞峰有限合伙份额及其

实缴日期，并说明公司对上述留存份额的会计处理方式与依据，对 2016 年净利

润的影响，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截止公告披露日，云煤能源及其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

主体 
授权额度 决策程序 

公告编号

及时间 

资金来源及资

金投向 

实缴金额及缴

纳时间 
已收回投资 

投资余额 

（万元） 

1 
云煤

能源 
2000万元 

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

次（临时）

会议、 2014

年 第 二 次

（临时）股

东大会 

2014-048 
自有资金；用

于昆明楷丰项

目开发。 

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实缴

2000万元 

尚未收回 2,000.00 

2014年 7

月 18日 

2 

师宗

煤焦

化 

3亿元 

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

次（临时）

会议 

2014-058 自有资金；用

于昆明楷丰项

目开发。 

于 2014 年 9

月 24日实缴 3

亿元 

2015年 9月

21 日累计

收回投资本

金 4500万 

25,500.00 
2014年 9

月 17日 

3 

师宗

煤焦

化 

1.71亿元 

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

次（临时）

会议 

2014-087 

自有资金；用

于云南恒达及

楷丰地产旗下

房地产项目开

发。 

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实缴

4500万元 

尚未收回 7,500.00 
2014年

12月 13

日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实 缴

1900万元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实 缴

1100万元 

合计 35,000.00 

公司对上述留存份额的会计处理方式和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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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

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有限合伙投资协议，

合伙协议等资料。公司判断该项投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及重大影响，并在活

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在按照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况下，采用成本法对该股权投资进行后续计量处理，

报表中列示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计入投资

收益。留存份额2016年确认投资收益为41,356,487.32元，增加公司2016年度利

润41,356,487.32元，并且不存在减值迹象。 

 

年审会计师意见： 

（一）核查过程 

（1）我们查阅了公司投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LP份额相关

的董事会决议，LP份额认购协议，投资资金的流向，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的合伙协议等相关资料。 

（2）我们检查了公司持有LP份额期间的投资收益以及资金收款情况 

（3）我们查阅了公司与昆钢房地产公司的转让协议，资金支付，并取得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7）第KMV1017号评估报告，按照《中

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421 号——利用专家的工作》的要求，我们阅读了中

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对报告中作出的相关假设以及评估方法进

行了评价，并与评估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二）核查意见 

（1）通过核查云煤能源投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相关的决

议、协议、资金流向等资料；以及核查了云煤能源将持有4.965亿元LP份额转让

给昆钢房地产的材料，未发现上述投资及转让安排存在构成一揽子交易的情况，

也未发现上述交易构成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 

（2）云煤能源与昆钢房地产公司双方协商，将云煤能源持有的成都投智瑞

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4.965亿元LP份额转让给昆钢房地产公司，协议转让价

5.755亿元。之后公司聘请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6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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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和评报字（2017）第KMV1017号评估报告，报告显示所转让

4.965亿元财产份额的市场价值为58,021.31万元。 

（3）转让完成后，公司及子公司持有剩余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LP份额3.5亿元，其实缴日期详见“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中对“控制”的判断标准，《企

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对“合营安排”的判断标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对“重大影响”的判断标准。 

同时合伙协议中约定：“设立项目投资决策委会员，为本合伙企业最高投资

决策机构，相关经营事项需投资决策委员会做出批准的决议方可实施，投资决策

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均由普通合伙人选派或聘任，其中应当至少有一至二名

投行、财务、法律或行业专家等外部专家委员”。这些情况表明：该有限合伙企

业设立的主要基础是利用特定管理团队及其关键人士的投资行业经验和人脉资

源，以实现有限合伙人利益的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普通合伙人的除名和更换机制，协议约定：“有限合伙人无权要求普通合伙

人退伙，有限合伙人可以有条件转让其权益”，普通合伙人的退出渠道明显比有

限合伙人受到严格限制，普通合伙人承担了主要风险。 

“合伙人会议不应就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潜在的项目投资或

其他与本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有关的事项进行决议，并且有限合伙人不应

通过合伙人会议对本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及其他活动施加重大影响。”通常

年度合伙人会议的内容仅限于听取普通合伙人的工作报告，而不具备作出投资决

策等实质性的经营管理决策权力，因而其形式上的意义大于实质上的意义。作为

对投资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投资决策委员会”是该合伙企业最重要的经营决策机

构，该项人事和决策机制安排表明持有权益份额较大的普通合伙人在关键问题上

保留绝对的话语权，避免管理人单方面作出的行为损害自身利益。 

综合以上信息判断云煤能源持有的该类股权投资应界定为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并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

资，在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况下，采用成本法对该股

权投资进行后续计量处理，报表中列示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通过核查公司持有剩余LP份额的收益分配及收款情况，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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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具的估值报告，我们判断公司持有的成都投智瑞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剩

余LP份额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其他 

7.年报显示，公司期末预付账款余额约 0.60 亿元，同比下降 46.29%,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结算方式与付款方式存在时间差异所致。请公司结合相关业务流

程，说明上述结算方式与付款方式存在时间差异的具体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预付账款明细 

供应商 年初金额 年末金额 变动金额 

云南元强经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50,000,000.00  

贵州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512,174.55   13,512,174.55  

云南省师宗金俐源焦化有限责任公

司 
11,694,295.64   11,694,295.64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2,217,862.89   2,217,862.89  

湖南湘钢工贸有限公司 2,200,000.00   2,200,000.00  

昆明铁路局红果站运输进款专户 1,985,215.21   1,985,215.21  

上西铺火车站 1,865,000.85 382,628.60 1,482,372.25  

昆明铁路局曲靖车务段富源站 1,172,752.48   1,172,752.48  

贵州水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1,053,394.52   1,053,394.52  

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2,746.03   1,052,746.03  

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18,856,805.77 -18,856,805.77  

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 2,156,635.93 16,581,428.72 -14,424,792.79  

云南昆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泰安迪乐普贸易有限公司   1,501,630.38 -1,501,630.38  

安宁德合经贸有限公司   648,901.10 -648,901.10  

合计 88,910,078.10 40,971,394.57 47,938,683.53 

 

2016 年年末预付帐款下降原因是，上年签订贸易、采购业务合同后预付供

应商部分货款，次年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结算清帐。 

 

8.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中龙港新区（二期）预算数 5.00 亿元，预算金

额为所有在建工程中最大。该项目期初余额 0.79 亿元，本期增加约 0.04 亿元，

转固 0.83 亿元。年末，该工程已全部完工。请公司结合该工程的前期投入及转

固情况，补充说明该工程实际投入及建设情况与预算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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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昆钢重装于 2016 年 11 月置入公司，该项目由昆钢重装于 2009 年 4 月开工

建设，于 2016年全部完工，工期跨度较长，投资预算 5.00亿元，因项目投资大、

项目内容多，采取了分年、分步建设分步验收的方式组织建设。根据建设和项目

验收和固定资产投入使用的实际情况，昆钢重装已于 2011年暂估转固 1.79亿元，

2014 年暂估转固 2.06 亿元，2016 年末工程已全部完工，当年转固 0.83 亿元。

项目全部总转固额为 4.68亿元，比投资预算 5亿元节约 0.32亿元，该工程实际

投入及建设情况与预算不存在重大差异。 

 

9.年报显示，公司年末长期应付款约 3.00 亿元，同比增加 31.92%，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融资租赁

业务发生的原因，资金成本，及对公司的影响；（2）上述融资业务的会计处理；    

（3）公司未来三年就融资租赁业务的还款安排。 

公司回复： 

（1）上述融资租赁业务发生的原因，资金成本，及对公司的影响； 

长期应付款 

项   目 年末余额 

固定资产售后融资租回 404,639,000.45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采矿权价款 30,115,942.19 

减：一年内到期部分 134,727,203.48 

合   计 300,027,739.16 

    

受去产能政策影响，云煤能源作为过剩产能行业在银行新增融资有一定困难，

为确保生产经营的持续进行，云煤能源先后与融资租赁公司发生了 4.8 亿元的

融资租赁业务，及时补充了经营性现金流， 

明细如下： 

承租人 融资金额 综合资金成本 还款方式 

云煤能源公司 20,000.00 6.09% 期限 4年，每半年

还本付息 0.28亿 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20,000.00 7.25% 

重装集团公司 8,000.00 6.54% 
期限 4年，每季度

还本付息 555万 

合计 48,000.00 
 

 

2016-2020 年分别增加财务费用 1303 万元、 1448 万元、1195 万元、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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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84 万元，共计影响财务费用 5170万元。 

（2）上述融资业务的会计处理；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

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此

外，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

用也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扣除未确认融资费用后的余额分别长期

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

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公司未来三年就融资租赁业务的还款安排。 

公司未来三年融资租赁还款的资金主要来源是依靠生产经营收入的资金进

行还款，2016-2020 年分别还款本息金额为 5,102 万元、12,873 万元、13,073

万元、13,290万元、8,832万元，共计还款总额 53,170万元。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6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