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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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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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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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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铝股份 股票代码 0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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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正忠 王冀奭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 

电话 0871-67455758 0871-67455923 

电子信箱 tangzz@ylgf.com wangjs@ylg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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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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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785,706,324.86 21,829,857,449.78 21,912,137,372.88 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元） 
2,665,123,301.00 1,998,481,094.53  2,012,515,518.80  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647,310,307.34 1,987,668,251.47  2,001,702,675.74  3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元） 
3,150,550,300.33 4,142,284,018.80 4,142,284,018.80 -2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0.64 0.64 2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0.64 0.64 2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3% 15.58% 15.68% -2.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8,414,966,593.25 37,837,121,415.33 37,853,401,384.04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元） 
20,498,079,722.61 18,191,320,779.96 18,205,355,204.23  12.5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21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公司对通知

规定的有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于 2022 年 1月 1日起，将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

损益，并追溯调整上年财务报表相关数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月 20 日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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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0% 1,109,818,170 0 — —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0% 350,290,778 350,290,778 — —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4% 171,335,066 0 — —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4% 91,556,169 0 — — 

谭瑞清 境内自然人 0.94% 32,471,325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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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4% 22,032,794 0 — —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账户 其他 0.40% 13,911,258 0 —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景颐双

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3,686,024 0 — — 

宣俊杰 境内自然人 0.32% 11,026,722 0 — —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27% 9,474,069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冶金与中国铝业同受中铝集团控制；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云南冶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3,649,002 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6,169,168 股；谭瑞清通过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0,000 股；宣俊杰

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1,026,722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2022年 7月 24日，云南冶金与中国铝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云南冶金拟通过非公开协议方式将其

所持有公司 658,911,907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中国铝业，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9.00%，本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0.11 元/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6,661,599,379.77 元。《股份转让协议》

生效、本次权益变动后，云南冶金将不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铝业将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成为公司

控股股东。公司穿透后的间接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仍为中铝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在指定信息媒体披露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转让暨控股股东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云南冶金、中国铝业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分别披露了《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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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事项已在本摘要“二、公司基本情况，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中

进行说明。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三、重要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