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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 云投                              公告编号：2021-033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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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1)1600161 号），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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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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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西路 285 号云

投商务大厦 A1 座 7 楼 
 

电话 0871-67125256  

电子信箱 trl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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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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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业务板块细分为三个板块：生态景观（园林景观、绿化及市政工程等）、生态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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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态修复、污染物治理、环境咨询和管理等）、花卉及生态人居（花卉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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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滇池蓝藻处理项目等。 

（三）花卉及生态人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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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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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67,712,695.82 682,225,076.39 -60.76% 759,638,19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4,341,334.72 35,881,516.64 -362.92% -255,400,20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4,276,135.05 -103,977,147.82 -77.23% -198,071,966.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451,430.76 -106,331,871.45 207.64% -183,363,56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24 0.1949 -362.90% -1.3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24 0.1949 -362.90% -1.3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77% 20.33% -83.10% -89.23%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2,968,091,062.86 3,614,107,820.22 -17.87% 3,559,903,11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421,145.62 197,476,388.53 -48.64% 158,535,9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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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73,040.65 27,371,752.72 41,205,245.30 180,562,65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6,828,070.57 -35,039,727.23 -37,543,079.25 15,069,542.33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46,498.37 -35,024,512.94 -36,538,614.79 -75,966,508.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143,545.54 -23,916,236.56 -17,045,898.86 61,270,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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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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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85,92

7 
0   

何学葵 
境内自然

人 
7.20% 

13,257,98

5 
0   

徐洪尧 
境内自然

人 
6.70% 

12,342,40

2 
12,342,402   

张国英 
境内自然

人 
6.64% 

12,229,66

0 
0   

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

究所 

国有法人 2.84% 5,224,741 0   

孙晶 
境内自然

人 
2.33% 4,286,400 0   

云南省红河

热带农业科

学研究所 

国有法人 1.08% 1,995,588 0   

赵婧 
境内自然

人 
1.01% 1,865,140 0   

陈俊志 
境内自然

人 
0.62% 1,149,200 0   

陈维照 
境内自然

人 
0.59% 1,077,3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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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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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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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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延续市政及绿化工程业务，继续推进向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转型，

积极拓展相关领域建设工程、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根据部分资产效益及效率不高的实际，公

司对外转让了苗木基地、应收债权等资产，收回资金改善了财务状况，进一步提升公司主营

经营能力。2020年公司重点工程项目主要是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

提升改造工程、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PPP项目、陆良滇中健康城项目、砚山

四件水利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等。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积极响应防控要求，部分在建

项目的施工任务受到较大影响，未能按预期完成了年度实施进度。但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及云

南省疫情防控要求，主动对接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等改造工

程，按质按进度要求完成了承担的任务，体现了企业的实施能力和社会担当。同时，公司加

大工程项目结算和应收账款催收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为公司增加利润的同时，改善了公

司的流动性。在经营活动中，公司加强执行力建设，严肃监督检查、执纪调查和问责，通过

不断提升管理人员及员工综合素质，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成效。2020年公司业务经营情况

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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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公司继续全面强化在建项目实施

过程精细管理，提升资金统筹，保障重点项目顺利实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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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施运营

为主要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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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产运营通海第二污水处理厂，拓展多个环保管理咨询业务，继续推

进运营滇池蓝藻处理项目。 

（三）花卉及生态人居业务方面：业务定位为致力于打造和提供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合作提升特种兰花品种研发和生产规模，实施好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新航

站楼室内景观工程，维护好品牌形象。依靠建设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实力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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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优势，拓展了室内生态景观和生态装饰、垂直绿墙业务。 

    报告期，公司承接实施了云南省内县级医疗机构核酸检测能力提升改造项目、疾控中心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装修改造工程、云南省部分县市定点医院改造和方舱医院建设工程项目、

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改造工程等项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296,809.11万元，归母所有者权益10,142.11万元，资

产负债率89.00%。2020年度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26,771.27万元、合并利润总额-12,833.1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34.13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60.76%、239.29%、

3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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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570,185.05 61,111,796.97 24.29% -61.90% -71.45%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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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60.76%、

362.92%，主要原因是：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公司及公司

上下游企业复工延缓。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公司积极采取各项措施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工作，但报告期内项目实施进度不及上年同期，导致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414,512,380.57元。 

（2）报告期内，公司部分项目的应收款回款情况不理想，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 

（3）上年同期公司转让了金殿基地及办公区土地等资产，取得非经营性资产处置收益为

15,854.70万元。报告期内，公司为改善财务状况，转让了16项应收账款债权及8个苗木基地

资产，实现了非经营性损益6,000多万元。非经营性损益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

少。 

   （4）公司于2021年1月20日公告了西部水电诉公司案件的一审判决情况，公司已提起上诉。

公司按照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并依据谨慎性原则，在报告期考虑了案件影响并计提预计负

债2,345.96万元(该案件对公司的最终影响，以法院终审判决确认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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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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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

[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

月7日决议通过，本集团于2020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

入准则，本集团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

的规定，选择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首次执行的累积

影响金额调整首次执行当期期初（即2020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2020年1月1日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预付款项 39,336,843.16 18,024,214.67   

  存货 1,246,050,205.19 278,564,810.90 667,229,793.62 94,529,774.92 

  合同资产  886,165,007.66  513,175,684.08 

  其他流动资产 50,250,641.79 120,069,572.21 45,591,716.80 94,769,038.88 

流动资产合计 2,457,623,291.55 2,424,809,206.85 1,866,270,632.90 1,855,923,620.36 

长期应收款 682,808,691.95 706,582,610.82   

在建工程 288,537,517.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46,644,486.79 48,179,781.05 40,258,820.59 40,729,283.73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829,425.20 331,339,677.0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156,484,528.67 1,200,766,476.25 875,380,531.70 875,850,994.84 

资产总计 3,614,107,820.22 3,625,575,683.10 2,741,651,164.60 2,731,774,615.20 

预收款项 7,685,954.60 767,118.87 59,894,829.90 90,630.00 

合同负债  6,376,226.64  47,128,707.53 

其他流动负债 97,098,875.73 97,641,484.82 91,229,183.40 95,439,515.77 

流动负债合计 2,930,360,785.71 2,930,360,785.71 2,734,799,012.58 2,726,333,852.58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936,900.95 40,414,701.93 2,734,799,012.58 2,726,333,852.58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1,604,018.94 254,081,819.92   

负债合计 3,171,964,804.65 3,184,442,605.63 2,752,161,685.41 2,743,696,525.41 

未分配利润 -803,665,638.98 -805,379,547.17 -1,011,696,804.07 -1,013,108,193.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97,476,388.53 195,762,480.34 -10,510,520.81 -11,921,910.21 

少数股东权益 244,666,627.04 245,370,59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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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合计 442,143,015.57 441,133,077.4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3,614,107,820.22 3,625,575,683.10 2,741,651,164.60 2,731,774,6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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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云南云投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东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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