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1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云投生态                             公告编号：2019-025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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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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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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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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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0871-67125256 0871-67279185 

电子信箱 trl777@163.com xyfang1985@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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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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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板块细分为四个板块：生态景观（园林景观、绿化及市政工程等）、生态环境治理（生态修

复、污染物治理、环境咨询和管理等）、生态苗木和花卉（绿化苗木、花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生态人

居（室内绿化、垂直绿化、生态装饰、人居环境改善等）。重点发展领域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海绵城

市建设、环境修复、环境咨询及管理、环境治理及运营、室内景观打造等。 

（一）生态景观：业务领域为湿地公园、城市公园、道路绿化、市政道路、海绵城市、光彩工程等，

以规划设计为龙头，以工程建设为主要收入来源，以洪尧园林公司作为实施子公司平台。在建项目有：遂

宁仁里古镇海绵城市 PPP 项目、陆良同乐公园建设项目等。 

（二）生态环保：业务领域为环保管理服务咨询、环境工程实施咨询、土壤修复工程、水环境治理、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打造规划咨询、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业务链，以依科环境公司作为业务领域

的实施子公司平台，以湖泊公司作为水体治理投资运营平台。在建项目有：通海第二污水处理厂 PPP 项目、

砚山补左水库等四件水利基础设施 PPP 项目、富宁清华洞水源地保护治理项目、文山三七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建设项目、环保管家咨询服务等。 

（三）生态苗花：业务领域为景观苗木基地建设、景观苗木和花卉培育生产、苗木品种研发等，打造

以品种研发为龙头，以高品质、独特苗木培育为核心的业务结构。以苗花分公司为业务领域的实施平台，

苗木基地面积约 1.8 万亩。 

（四）生态人居：业务领域为特种兰花培育、鲜切花和盆栽花研究及培育、室内景观工程、垂直绿墙

工程、绿色生态装修装饰等，打造产品独特性与设计结合、营销突出的业务模式。以美佳子公司作为业务

领域的实施平台。在建项目有：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新航站楼室内景观工程等。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的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收入主要来源于绿化工程施工、市政及环保工程

施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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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759,638,195.68 668,266,265.08 675,352,381.59 12.48% 
1,009,742,833.

17 

1,009,742,833.

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55,400,202.8

4 

-404,503,522.9

5 

-436,040,208.3

3 
41.43% 33,435,660.83 33,435,66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198,071,966.7 -402,769,460.0 -434,306,145.4 54.39% -643,134.69 -643,13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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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 5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83,363,561.0

9 
105,717,457.58 98,952,078.51 -285.31% 

-523,068,562.1

8 

-523,068,562.1

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70 -2.1968 -2.3681 41.43% 0.1816 0.18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70 -2.1968 -2.3681 41.43% 0.1816 0.1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23% -62.45% -69.00% -20.23% 4.01% 4.01%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3,559,903,118.

84 

3,321,796,054.

31 

3,323,487,195.

42 
7.11% 

3,436,814,310.

89 

3,436,814,310.

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8,535,950.13 445,472,838.35 413,936,152.97 -61.70% 849,976,361.30 849,976,361.3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7 年度受南充项目案件的影响，未能获得南充分公司的财务、工程等资料，导致无法获取 2017 年

财务报表数据。2018 年本公司通过协调，获得了南充分公司财务账套和会计凭证等资料，故对 2017 年度

财务报表中南充分公司影响金额进行追溯调整，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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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75,212.57 57,054,401.98 183,050,767.36 472,957,81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188,428.47 -161,599,985.98 -32,487,674.18 -22,124,1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294,209.15 -132,405,984.37 -31,058,066.79 4,686,293.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877,173.43 -59,937,656.73 37,906,986.83 34,544,2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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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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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8% 42,685,927 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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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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6,801 质押 12,342,402 

张国英 境内自然人 6.64% 12,229,660  质押 9,057,00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国有法人 2.84% 5,224,741    

孙晶 境内自然人 2.43% 4,470,000  质押 3,078,900 

赵婧 境内自然人 1.67% 3,080,000    

云南省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1.37% 2,522,888    

红星美凯龙家居商场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2,271,560    

是俊峰 境内自然人 0.54% 1,00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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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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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8 年，公司从加大力度化解诉讼、推进工程项目结算和款项催收、加大业务拓展增强业务能力、提

升内部管理、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开展生产经营工作。报告期内公司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攻关重点工

程项目，加大工程存货结算及应收账款催收，积极化解诉讼等重大风险问题，年内实现应收账款回收 7.16

亿元。同时，按照“大部制、扁平化”管理要求，调整公司管理架构，强化公司管控，明确生态景观、生

态环保、生态苗花、生态人居四大业务板块，设置四个事业部制经营单元，按照“拓展业务、深耕区域”

的原则，围绕公司业务板块，积极挖掘项目合作机会。按照建立“精干、高效、专业”的团队及打造“职

业化、市场化、专业化”队伍方向，引进相关专业人才，公司人员结构进一步优化及专业能力进一步提升。

但公司在 2018 年受南充项目诉讼补记工程成本及预计负债、财务费用较高等因素，2018 年经营情况不理

想。2018 年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1.生态景观业务方面：生态景观业务主要包括公司园林绿化工程及市政工程的专业施工，报告期内生

态景观业务仍是公司主要业绩来源。年内公司积极推动在手项目的实施，拓展了陆良滇中健康城同乐公园

等项目。同时公司内部建立了项目双周会决策体系，加大在建项目阶段性和重点性工作督查力度，针对重

点工作事项形成有效的“闭环”管理和推动局面，实现年内生态景观业务收入和毛利率的提升。 

2.生态苗花业务方面：作为公司基础业务，公司积累了 1.8 万亩苗木基地。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苗

木销售的市场推广力度，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工程、苗木业务联动的机制，计划通过

工程不断消化自有苗木，实现苗木资产的快速流转，进一步提升基地经营效益。 

3.生态环保业务方面：主要以环保咨询、环境治理、环保工程实施、环保设备为主要业务，报告期内，

公司在已经获得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云南省环境保护行业污染治理乙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生活污水

处理三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三级、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工业废水处理三级等环保资质的

基础上，通过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提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为壹级，增加业务开拓的竞争力。 

4.生态人居业务方面：业务定位为致力于打造和提供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大力拓展室内生态景观

和生态装饰、垂直绿墙等业务，同时打造兰花全产业链。公司获取了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

并承接了昆明长水机场植物租摆及固定花池养护服务项目。 

截止 2018 年底，公司总资产 355,990.31 万元，所有者权益 34,755.92 万元，资产负债率 90.24%。2018

年度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75,963.82 万元、合并利润总额亏损 20,958.6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

损 25,540.02 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2.48%、52.12%、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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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设计、施工 653,125,869.57 565,790,218.19 13.37% 6.91% 6.77% 0.11% 

房地产销售 93,519,701.13 80,391,198.80 14.04% 74.95% 123.54% -1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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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84,798,535.60 元，增长 42.01%，主要原因是：与

上年同期相比，公司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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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按照《通知》要求应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在编制本期财务报表时，已按照《通知》要求对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及利润表的上期数进行了

调整，调整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原报表项目 原金额 现报表项目 调整后金额 

应收票据 7,000,0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95,151,347.62 

应收账款 488,151,347.62 

应收利息 170,958.90 

其他应收款 54,605,312.90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4,434,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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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81,719,607.61 
固定资产 81,719,607.61 

固定资产清理  

应付票据 208,566,1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27,703,537.98 

应付账款 519,137,437.98 

应付利息 3,421,467.90 

其他应付款 107,666,401.00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104,244,933.10 

管理费用 85,579,552.78 
管理费用 82,209,757.50 

研发费用 3,369,795.28 

财务费用 98,998,794.17 

财务费用 98,998,794.17 

其中：利息费用 97,169,515.27 

利息收入 2,048,91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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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南充诉讼案件的影响，无法取得南充分公司账簿、凭证等会计资料，导致 2017 年度财务报表

未对南充分公司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2018 年度财务报表中对于南充分公司

2017 年度经济业务影响财务报表金额进行追溯调整，影响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

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货币资金 -1,565,379.07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预付款项 -400,710.38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其他应收款 -2,978,513.61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长期应收款 7,346,700.00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递延所得税资产 -710,955.83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应付账款 38,448,579.12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应付职工薪酬 162,139.84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应交税费 -3,158,414.98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其他应付款 -81,877.90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预计负债 -2,142,599.59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营业收入 7,086,116.51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营业成本 39,642,049.39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税金及附加 1,121,695.12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销售费用 -2,142,599.59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财务费用 -1,368.40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资产减值损失 -701,223.73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其他收益 6,706.73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营业利润 -30,825,7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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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

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南充分公司调整 董事会审批 所得税费用 710,955.83 

上述事项影响的未分配利润 董事会审批 未分配利润 -31,536,6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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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9 月 26 日，本公司与砚山七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青海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设立砚山绿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建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2MA6NDMYU1U；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4,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 3,560.00 万元，

持股比例 89.00%，砚山七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40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0%，青海省水利水

电工程局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 4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公司地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砚山县江那镇龙头街 24 号；经营范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及技术咨询服务；节水灌溉产品研发；灌溉用塑

料管材（管件）、滴灌管（带）生产与销售；阀门仪表、过滤器、施肥器、喷灌机等水处理设备与灌排机

械的制造与销售；饮水用管材（管件）、阀门仪表的生产与销售；建筑用塑料管材（管件）的生产与销售；

节水灌溉工程、供排水管网工程、水利工程的设计、施工与建后管理；水利信息化技术开发、转让、咨询

服务；智能水务信息化及其自动化控制设备的制造、销售与施工。城市管廊建设；污水处理、水净化处理、

水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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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砚山

绿源生态建设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共 5 人，其中 3 名董事由本公司选派内部管理人员担任，在重大事项决

策方面本公司具有控制权。2018 年末主要财务信息：实收资本 9,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5,000,000.00

元、砚山七乡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000,000.00 元；资产总额 8,736,151.35 元；净资产 8,736,151.35 元；

净利润-263,848.65 元。 

2、2018 年 10 月 26 日，本公司与云南中安农业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临沧云投生态实业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李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900MA6NFU9H9Q；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额 350.00 万元，持股比例 70.00%，临沧云投生态实业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50.00 万元、持股比例 30.00%；公司地址：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忙畔社区科技创新

园 10 幢 1003 号；经营范围：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市政公用、

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养护；工程技术咨询；生物资源开发、生物技术开发、应用及推广；植物科研、培训、

示范推广；园林机械、园林资源的生产与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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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尚未开展业务。 

（4）对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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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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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清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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