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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20-017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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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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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760,978,566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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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能投 股票代码 00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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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良 邹吉虎    刘益汉 

办公地址 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 号 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 号 

电话 0871-63127429  63126346 0871-63151962  63126346 

电子信箱 310944181@qq.com 1310514617@qq.com；597541817@qq.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主要业务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食盐、工业盐、日化盐、芒硝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天然气管网建设、运

营、天然气销售、入户安装服务及风力发电等。 

（2）主要产品及用途 

食盐，又称餐桌盐，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物质之一，也是烹饪中最常用的调味料。 

工业盐，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是化学工业的最基本原料之一，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基本化学工

业主要产品中的盐酸、烧碱、纯碱、氯化铵、氯气等主要是用工业盐为原料生产的。此外，还用于有机合

成工业、建筑业、日用化工、石油石化、无机化工以及水处理、公路除雪、制冷冷藏等方面。 

芒硝，别名硫酸钠，是硫酸盐类矿物芒硝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体。可以用来提取硫酸铵、硫酸钠、

硫酸及硫化钠等化工原料，还是制造洗衣粉的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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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能源，主要用于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工艺生产、天然气化工工业、城市

燃气事业、压缩天然气汽车等。 

风电,利用风力发电，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蕴量巨大。利用风力发

电具有清洁，环境效益好；可再生，永不枯竭；基建周期短；装机规模灵活的特点。 

（3）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盐行业，公司的井矿盐制盐生产能力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同时也是A股最早实现产销一体化的上市公

司，先发优势显著，具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是云南省内最大的盐业企业，

同时也是云南省唯一具有食盐生产和省级批发许可证的企业。多年来，依托云南独有的地理环境优势，盐

业公司打造了纯天然、无污染食盐、日化盐系列产品，促进了云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

提升。 

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总体尚处于项目建设、市场开发培育阶段。天然气公司作为云南省级天然气发

展平台，是云南省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承担全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市场推广、

产业培育等工作；云南省天然气起步较晚，目前消费量较低，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较低，根据《云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的实施意见》，力争2020年天然气年消费量达28亿立方米，到2025

年达60亿立方米；确保设施运行安全高效，天然气供需基本平衡，民生用气保障有力，公司天然气业务具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风电并网运行情况》来看，截止2019年6月，云南省风电累计

并网容量863万千瓦时，四家风电公司合计风电并网容量为37万千瓦，占云南省总装机容量的4.29%。随着

云南省社会用电量的持续增长及高载能用户的陆续投产，自2020年起省内用电需求将得到显著增长，预计

四家风电公司未来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提升，在云南省风电行业中的地位也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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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7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1,933,137,923.

65 

1,430,218,530.

55 

1,835,424,819.

03 
5.32% 

1,446,947,409.

23 

1,812,898,243.

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2,558,043.16 114,842,154.83 239,028,768.95 9.84% 162,128,045.38 236,866,25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0,054,723.73 95,852,575.33 95,852,575.33 35.68% 141,190,817.44 141,190,817.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8,618,071.83 177,234,656.78 477,386,690.59 10.73% 51,827,899.29 290,400,746.0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50 0.2057 0.3141 9.84% 0.2904 0.31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50 0.2057 0.3141 9.84% 0.2904 0.3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4% 4.81% 6.58% 0.26% 7.04% 7.16%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7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896,054,903.

55 

4,131,050,933.

52 

7,323,541,374.

50 
21.47% 

3,726,290,414.

99 

7,171,129,77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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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91,529,486.

94 

2,420,222,160.

40 

3,728,229,670.

95 
7.06% 

2,361,316,684.

24 

3,545,137,58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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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206,453.09 447,522,823.50 369,999,467.81 596,409,17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143,407.41 73,139,103.48 6,989.15 52,268,54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22,470.12 71,919,862.12 -6,303,393.32 39,215,784.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95,131.15 99,133,965.24 54,595,294.58 344,093,6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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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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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8,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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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63% 240,735,345 186,627,130   

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3% 202,649,230 202,649,230   

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67% 149,654,728 0   

黄德刚 境内自然人 1.34% 10,227,339 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6,329,90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5,387,200 0   

新疆立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7% 4,334,200 0   

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53% 4,024,224 0   

张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4% 2,624,9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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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亨 境内自然人 0.22% 1,66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云南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

疆立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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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62,654,728 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7,00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149,654,728 股，持股比例 19.67 %；

公司股东张丽萍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801,891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823,021 股，

合计持有公司 2,624,912 股，持股比例 0.34 %；公司股东岑亨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0 股，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62,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1,662,200 股，持股比例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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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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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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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食盐、工业盐、日化盐、芒硝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天然气管网运营、

销售、入户安装服务以及陆上风力发电的运营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四家风电公司纳入公司报表合

并范围，风电板块成为公司利润重要来源之一，增厚公司经营业绩。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313.79

万元，较上年同期（同口径，下同）增加9,771.31万元，增长5.32% ；利润总额34,383.82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4,020.88万元，增长13.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55.8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352.92

万元，增长9.84%。其中： 

盐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9,803.1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636.76万元；利润总额12,750.93万元，较上

年同期减少2,221.56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841.43万元。 

天然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48.0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393.67万元，利润总额2,550.48万元， 较

上年同期减少1,477.82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31.17万元。 

四家风电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36.3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898.70万元，利润总额20,215.55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5,968.22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543.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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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硝产品 1,066,699,921.14 449,422,981.46 57.87% -3.07% -3.35% 0.12% 

天然气 270,517,395.84 204,984,897.58 24.22% 12.44% 14.20% -1.17% 

电力 461,363,079.18 173,845,041.61 62.32% 14.66% 2.70% 4.39% 

其他 134,557,527.49 109,356,866.78 18.73% 46.24% 80.68%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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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元） 1,933,137,923.65 1,430,218,530.55 35.16% 

营业成本（元） 937,609,787.43 704,548,293.16 3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元） 

 262,558,043.16 114,842,154.83 1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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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2019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马龙公司、大姚公司、会泽公司成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泸西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家风电公司均纳入公司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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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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及其解读、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其他要求编制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

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0,712,130.19 应收票据 5,733,595.45 

应收款项融资 51,602,359.01 

应收账款 683,376,175.7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42,073,509.22 应付票据 5,398,773.75 

应付账款 536,674,735.47 

减：资产减值损失 16,134,354.61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6,134,354.6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1,7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00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700,000.00 

 

（2）2019年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别调整至“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报表列报的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公司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0元及云南四方化工有限公司按账面净值0元（账面原值2,480,000.00元，已计提减值

2,480,000.00元）调整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的

项目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司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账

面净值1,700,000.00元调整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报表列报的

项目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是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票据管理模式进行的重分类列报。预计未来用于背书转

让及贴现的应收票据，将其从“应收票据”重分类至“应收账款融资”列示。 

公司首次执行准则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利润总额、净利润没有影响。 

（3）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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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系

列新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相关规定。该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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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股份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所持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

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已实施完毕。通过本次交易，公司正式进入风电运营领域，

公司主营业务由盐、天然气变更为盐、天然气与风电。四家风电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后，为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结合风电运营板块业

务特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要求，需要变更固定资产

折旧年限，变更应收款项信用风险组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

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对公司 2019 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无影响，无需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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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关于核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能

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17号），核准公司向云南

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2,649,230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

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70%股权。上述四家风电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纳入公司报表

合并范围。 

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2018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

天然气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云南省天然气泸西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为推进 “气化云南”

战略落地，加快公司燃气板块业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天然气支线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泸西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登记为准），由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与泸西县工业园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

册资本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认缴1530万元，占注册资本金的51%。云南省天

然气泸西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纳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根据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7

日完成注销其控股子公司嵩明能投新能源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嵩明能投新能源天然气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董事会2018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

盐业有限公司改组所属分支机构设立36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盐业体制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精神，实现公司盐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公司盐业持续、健康

发展，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改组所属分公司及碘盐配送中心，在云南省内16个州（市）

设立36家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已完成上述36家全

资子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明细如下： 

名称 注册资本金（万元） 合并范围变动方式 

云南省盐业昆明有限公司 1,0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大理有限公司 1,0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曲靖有限公司 1,0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红河有限公司 1,0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文山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普洱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玉溪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云南省盐业昭通有限公司 1,0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保山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楚雄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临沧有限公司 5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德宏有限公司 3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丽江有限公司 3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西双版纳有限公司 3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怒江有限公司 3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罗平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日新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东川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宜良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镇雄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富源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宣威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禄丰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姚安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开远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石屏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砚山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富宁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景谷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景东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孟连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洱源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剑川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腾冲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陇川有限公司 1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省盐业迪庆有限公司 300.00 新设子公司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一华  

                                                        202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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