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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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高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洲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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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3,040.65 36,746,807.33 -4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828,070.57 7,270,056.51 -60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6,746,498.37 -45,056,284.70 18.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143,545.54 59,032,757.73 59.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00 0.0395 -606.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0 0.0395 -60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57% 4.48% -2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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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671,188.10 3,614,107,820.22 -6.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0,648,317.96 197,476,388.53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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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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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06.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713.9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57.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7.45  

合计 -81,57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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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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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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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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8% 42,685,927    

何学葵 境内自然人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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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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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4,286,400    

赵婧 境内自然人 1.68% 3,100,019    

云南省红河热带

农业科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1.08% 1,995,588    

马丽珠 境内自然人 0.87% 1,593,641    

陈维照 境内自然人 0.62% 1,1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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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2,685,927 人民币普通股 42,685,927 

何学葵 13,257,985 人民币普通股 13,257,985 

张国英 12,229,660 人民币普通股 12,229,66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5,224,741 人民币普通股 5,224,741 

孙晶 4,28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286,400 

赵婧 3,100,019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19 

徐洪尧 3,085,601 人民币普通股 3,085,601 

云南省红河热带农业科学研究所 1,995,588 人民币普通股 1,995,588 

马丽珠 1,593,641 人民币普通股 1,593,641 

陈维照 1,13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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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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定，徐洪尧、张国英互为一致行动人。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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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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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1,506,799.46元，较上年年末增加487,696.96元，增长47.86%。主

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收到六个月期商业承兑汇票导致应收票据增加

所致。 

    2、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79,912,701.79元，较上年年末减少102,467,936.65元，下降56.18%。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云南云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元阳县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贵州金

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两项债权转让款所致。 

    3、本报告期末，存货期末余额为684,343,360.89元，较上年年末减少561,706,844.30元，下降45.08%。

主要原因是：本期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已经履行履约义务但尚未与客户结算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所致。 

    4、本报告期末，合同资产期末余额为519,782,159.06元，较上年年末增加519,782,159.06元，增加100%，

主要原因是：本期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已经履行履约义务但尚未与客户结算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作

为合同资产列示所致。 

    5、本报告期末，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余额为91,012.80元，较上年年末减少48,560.66元，下降34.79%。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增加所致。 

    6、本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36,888,032.57元，较上年年末增加13,058,607.37元，增长

54.80%。主要原因是：公司控股子公司遂宁仁里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期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形

成的待抵扣进项税增加，由于遂宁PPP项目收款期较长，故重分类到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7、本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期末余额为58,694,755.70元，较上年年末减少38,148,352.72元，下降39.39%。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承兑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所致。 

    8、本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6,483,050.73元，较上年年末减少3,057,121.61元，下降32.04%。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2019年12月计提但尚未支付的工资薪金所致。 

9、本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期末余额为343,486.37元，较上年年末减少7,342,468.23元，下降95.53%。主

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分类至合同负债列示所致。 

   10、本报告期末，合同负债期末余额为8,933,578.96元，较上年年末增加8,933,578.96元，增加100%。主

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将预收款项分类至合同负债列示所致。 

二、利润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18,573,040.6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8,173,766.68元，下降49.46%。主要原因

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支持疫情防控，严格按规定采取防疫措施，公司及公司上

下游企业春节收假复工延缓，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2、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为14,314,929.7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4,773,674.48元，下降50.79%，主要原因

是：因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导致相对应的营业成本下降所致。 

3、本报告期，财务费用为28,017,411.8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774,322.36元，下降36.02%。主要原因

是：因2019年下半年国家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货币市场的资金成本较2019年初有所下降，经公司积极与

大股东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商，将第四季度委贷资金利息降至5.35%所致。 

4、本报告期，投资收益为4,222,666.3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92,618.71元，增长81.23%。主要原因是：

本期联营企业盈利，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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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报告期，资产处置收益为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509,761.31元，下降100.00%。主要原因是：上

年同期公司出售昆明金殿五家村1号土地获得资产处置收益所致，本期无此影响。 

6、本报告期，信用资产减值损失为-4,591,847.18元，较上年增加18,909,453.3元，增加132.07%。主要

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回3年以上的应收款项较本期金额大，导致上期转回减值损失金额较本期多所致。 

7、本报告期，营业外收入为224,327.7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5,169.59元，下降52.22%。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收到苗圃征地补偿款所致，本期无此影响。 

8、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为349,041.74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37,505.82元，下降85.96%。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南充华盛公司诉讼利息所致，本期无此影响。 

9、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为-765,695.9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96,043.23元，下降116.19%。主要原因

是：上年同期公司转回的坏账准备较本期增加导致转回的递延所得税增加所致。 

10、本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为-4,069,065.5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754,465.45元，下降1193.41%%。

主要原因是：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积极严格按规定采取防疫措施，导致本

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控股子公司出现亏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项目重大变动原因： 

1、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4,143,545.5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110,787.81元，增

长59.4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云南云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支付的元阳县红叶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

司、贵州金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两项应收债权转让款所致。 

2、本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29,588.2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4,397,942.96元，减

少95.06%。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出售昆明金殿五家村一号地块土地款所致，本期无此影响。 

3、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0,952,859.8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3,801,361.32元，

增长52.99%。主要原因是：一是公司取得借款本金13,0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000.00万元，偿还借

款本金20,100.0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500.00万元,本期较上年同期借款本金净减少8,500.00万元；二是公

司本期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为2,995.2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980.14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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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处置事项    

2019年12月16日、2019年12月31日，2020年1月2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第四十一次会议，

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向云南云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转让元阳县红叶温泉度假酒

店有限公司、贵州金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两项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金额合计100,511,100.00 元。应收债权

转让款已在本报告期内收回。 

    二、诉讼事项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原告）以“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为由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恳

请法院判令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被告）：（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西华体育公园项

目、江东大道项目、北部新城一路项目未支付项目工程结算价款合计28,680.35万元，其中，包括未支付项

目工程结算价款14,195.94元，投资收益5,931.41万元，项目工程结算价款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约8,553.00万

元，项目结算回购价款15%的违约金暂算至2018年12月31日约11,538.00万元。此外被告还应向原告支付逾

期应付而未支付的项目价款部分每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约1,934.00万元。判令被告赔偿未按合同约定履行

义务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暂定1,500.00万元。以上诉讼请求合计43,652.35万元。（2）判令处置抵押物南充市

国用（2011）第012075号及（2011）第011037号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并确认原告对处置所得

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处置款项不足清偿的由被告承担继续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等费

用。 

    截至报告日，本诉讼尚处于证据交换阶段，判决结果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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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债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9 年 12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与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

心合同纠纷诉讼 
2019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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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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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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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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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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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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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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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清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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