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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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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周先田、总经理凡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观华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蒋观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346,478,207.39 343,550,942.26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293,492,667.74  288,484,323.51 1.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595,411.27  27,906,743.65 10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93,770,008.83  250,774,209.38 -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008,344.23  4,504,195.52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008,344.23 1,349,643.87 271.09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2 1.69 增加 0.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41  0.0037 10.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41 0.0037 10.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9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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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数量 数量 股

份

状

态 

数量 

质 

云南省国有资

本运营有限公

司 

290,963,341 23.61 0 

无 

 国有法

人 

云南煤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 

59,292,467 4.81 0 
无 

 国有法

人 

云南煤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破

产企业专用财

产处置账户 

53,434,954 4.34 0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分行 

51,773,038 4.20 0 

无 

 未知 

张光武 32,400,000 2.63 0 无  未知 

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26,183,058 2.12 0 

无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21,083,230 1.71 0 

无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20,773,000 1.69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分行 

18,933,485 1.54 0 

无 

 未知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8,925,836 1.54 0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90,963,341 人民币

普通股 

290,963,341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59,292,467 人民币

普通股 

59,292,467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专用财产处置账户 

53,434,954 人民币

普通股 

53,434,95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行 

51,773,038 人民币

普通股 

51,77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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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武 32,40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32,40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26,183,058 人民币

普通股 

26,183,05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 

21,083,230 人民币

普通股 

21,083,23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 

20,773,000 人民币

普通股 

20,773,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行 

18,933,485 人民币

普通股 

18,933,48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8,925,836 人民币

普通股 

18,925,8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公司前 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下属企业，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云南

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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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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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未知公司前 10名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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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化原因 

（1）公司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期初库存商品进行结算，并

收回资金。 

（2）公司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报告期对大部份预

付款项进行结算。 

（3）公司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对期初库存商品进行结算。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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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支付已结算贸易业务

运输费等相关费用。 

（6）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产生增值税、增值税附

税增加。 

2、成本费用项目大幅变化原因 

（1）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银行存款利息较上年同期减

少。 

（2）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贸易保险理赔款、转回重整

预计负债中无需对中建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清偿的债务。 

（3）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投资收益

增加。 

（4）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政府研发投入补助。 

3、现金流项目大幅变化原因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现金

贸易结算款减少。 

（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

较上年同期减少，采购款支付减少。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贸

易保险理赔款。 

（4）支付的各项税费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贸易业务所产生的增值税及

附税。 

（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支付物

资交易平台管理费等费用。 

（6）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

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开展的理财投资增加。 

（7）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收

到公司管理人重整专项资金账户划转的资金。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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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8年度报告出具了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

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会计师所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涉及事

项具体内容如下：“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三）2持续经营”所述，

云维股份重整计划中要求的优质资产注入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中，目前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煤炭贸

易业务。这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云维股份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

确定性。该事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为此，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努

力改善经营环境，不断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早日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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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聘请具备证券行业从业资格的

专业机构协助公司开展资产注入相关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重组预案编制、报批、实施等各

项工作，以确保注入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盈利能力强的优质资产，使云维股份恢复持续经营

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重新成为业绩优良的上市公司。 

（2）资产注入完成前，公司在原有经营范围内，继续开展煤焦化产品贸易业务，以维持公司

正常运营。2019年煤炭市场整体预计维持供需平衡局面，公司将巩固已有市场份额，继续开拓市

场，积极拓展采购、营销渠道，努力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开展稳健，

采购销售原煤14.6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93,770,008.83元，净利润5,008,344.23元； 

（3）继续持续全面开展降本增效活动，整合资源，优化运行方式，使公司各种费用得到有效

控制。进一步强化财务基础管理工作，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对2019年成本费用的控制；严格预算

执行，严控应收及预付账款，防范财务和经营风险；加强资金运营管理，科学开展效益和风险分

析，以确保资金安全为原则盘活使用阶段性闲置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严控资金风险。 

（4）维护员工稳定，合理调配公司人力资源，保障正常运营需求，降低人工成本。 

2、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开展情况：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受托人 
委托理财

类型 

委托理

财金额 

委托理财起

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资金来源 资金投向 

年化收

益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实际

收益

或损

失 

 实际

收回情

况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4,000.00  2018年 6月 28日 

2019年 1月 8

日 自有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5.40%  114.81  114.81  4,114.81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4,000.00  2019年 1月 10日 

2019年 6月 27

日 自有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5.30%  97.58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本金保障型固

定收益凭证   2,000.00  2019年 1月 3日 

2019年 6月 27

日 自有资金 补充营运资金 5.30%  50.8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5,500.00  2019年 1月 3日 

2019年 3月 18

日 自有资金 

银行理财资金

池 3.00%  37.40   37.40   5,537.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沾益花山办事处 

非保本浮动收

益型  3,800.00  2019年 2月 15日 

2019年 3月 18

日 自有资金 

银行理财资金

池 3.00%  9.10   9.10   3,809.10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先田         

日期 2019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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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 年 3月 31日 2018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17,149,906.82 78,941,519.79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7,383,500.77 98,954,252.37 

其中：应收票据  5,900,000.00 

应收账款 117,383,500.77 93,054,252.37 

预付款项 7,974,294.29 42,883,119.69 

其他应收款 43,264,146.23 43,109,365.58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35,506,775.62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60,000,000.00 43,409,418.43 

流动资产合计 345,771,848.11 342,804,451.48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706,359.28 746,490.78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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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706,359.28 746,490.78 

资产总计 346,478,207.39 343,550,942.26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6,487.80 1,315,749.69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 168,125.73 100,817.50 

应交税费 143,260.28 75,310.25 

其他应付款 15,069,589.28 15,976,664.75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5,387,463.09 17,468,542.1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37,598,076.56 37,598,076.56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37,598,076.56 37,598,076.56 

负债合计 52,985,539.65 55,066,618.75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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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或股本） 1,232,470,000.00 1,232,47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801,022,674.88 1,801,022,674.88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105,508,475.01 105,508,475.01 

未分配利润 -2,845,508,482.15 -2,850,516,826.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293,492,667.74 288,484,323.5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346,478,207.39 343,550,942.26 

法定代表人： 周先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观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观华 

 

利润表 

2019年 1—3月 

编制单位：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收入 193,770,008.83 250,774,209.38  

减：营业成本 185,373,380.82 244,107,552.19 

税金及附加  444,819.83 375,738.68 

销售费用  561,781.55 526,474.62 

管理费用  4,054,643.78 5,325,089.81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128,868.91 -311,218.36 

其中：利息费用 48,675.00  

利息收入 181,138.30 317,883.00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237,600.00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544,092.47 599,071.4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5,008,344.23 1,587,243.87 

加：营业外收入  2,916,951.65 

减：营业外支出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5,008,344.23 4,504,19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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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008,344.23 4,504,195.52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5,008,344.23 4,504,195.52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

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额 

  

5.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损益 

  

6.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7.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现金流量套期损益

的有效部分） 

  

8.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9.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08,344.23 4,504,19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8,344.23 4,504,195.5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3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1 0.0037 

法定代表人： 周先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观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观华 

 

现金流量表 

2019年 1—3月 

编制单位：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3,251,325.00 149,012,151.75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82,268.85 2,041,1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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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3,433,593.85 151,053,283.6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26,911,784.92 114,535,215.11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116,328.53 6,835,460.97 

支付的各项税费  4,408,748.50 382,046.64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1,320.63 1,393,817.2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6,838,182.58 123,146,540.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595,411.27 27,906,743.6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3,000,000.00 79,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612,975.76 599,071.4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4,612,975.76 79,599,071.4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98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23,000,000.00 85,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3,000,000.00 85,002,98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87,024.24 -5,403,908.5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01,181.44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1,181.4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181.4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208,387.03 24,004,016.52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8,941,519.79 54,818,666.0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17,149,906.82 78,822,682.53 

法定代表人： 周先田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观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蒋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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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3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 审计报告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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