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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19-083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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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能投 股票代码 00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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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政良 邹吉虎    刘益汉 

办公地址 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 号 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76 号 

电话 0871-63127429  63126346 0871-63151962  63126346 

电子信箱 310944181@qq.com 1310514617@qq.com；597541817@qq.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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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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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729,276.59 647,850,041.56 883,874,612.32 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0,282,510.89 59,977,097.56 152,399,279.86 3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7,142,332.24 55,559,437.60 55,559,437.60 74.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9,929,096.39 63,013,541.41 146,255,152.27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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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63 0.1074 0.2003 37.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63 0.1074 0.2003 37.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2.52% 4.21%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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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7,487,967.75 4,131,050,933.52 7,323,541,374.50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01,626,742.31 2,420,222,160.40 3,728,229,670.95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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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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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63% 240,735,345 186,627,130   

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3% 202,649,230 202,649,230   

云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9.67% 149,654,728 0   

黄德刚 境内自然人 1.34% 10,227,339 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6,329,90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5,387,200 0   

新疆立兴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4,481,900 0   

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0.53% 4,024,224 0   

张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4% 2,624,912 0   

岑亨 境内自然人 0.22% 1,662,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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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能源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立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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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62,654,728 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87,0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149,654,728股，持股比例19.67 %；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明（如有） 公司股东张丽萍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801,891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823,021

股，合计持有公司 2,624,912 股，持股比例 0.34 %；公司股东岑亨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62,2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1,662,200 股，持股比例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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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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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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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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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2019年是盐业改革进入深水期的关键之年，是公司继续积极推进"气化云南"战略的一年，也是风电板

块注入公司拓展清洁能源的第一年，站在新的起点上，公司直面盐业、油气、电力体制改革带来的挑战，

抓住云南省打造世界一流"绿色食品牌"、"绿色能源牌"、"能源第一支柱产业"的重要机遇期，依托省级平

台、借力资本市场，找准定位、明确目标，不断丰富并创新实施"盐+"战略，推进全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

开发、市场推广、产业培育等重要工作，全力保障风电板块的稳定运营，持续推进管理端、营销端、生产

端改革，以改革增动力、以改革赋能量、以改革推新风。通过加强和完善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加强和改

进公司党的建设，坚持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

的方针，推动公司深化改革、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坚定不移把公司做强做优做大。 

（一）深化营销端市场化改革，多措并举做实终端 

一是继续深化营销端市场化改革，在实现试点单位“身份市场化”、“管理契约化”转型的改革经验上，

上半年全面完成剩余营销公司的市场化改革协议的签订，并对市场化改革后的营销模式、营销人员激励、

管控权限等进行再次优化和调整。 

二是优化营销管控模式，做实营销终端网络建设，切实巩固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优化KA、BC门店

产品种类，增加宣传投入，做好产品卖点和优势的宣传，引导消费者进行消费。 

三是公司不断加快推进营销能力建设工作。通过整合资源，重点聚焦省内，进一步强化乡镇及行政村

的终端建设工作。同时加强终端动态管理和信息化管理，建立终端网点数据库，不断充实和巩固终端建设

的基础性工作，增强公司食盐终端销售网络优势。 

四是加强与配送商合作，共建共享渠道资源，选取配送能力强、有渠道优势的配送商作为合作伙伴，

强强联合，整合资源优势，打造利益共同体，增强配送物流效率、效益。 

（二）强化品牌建设，拓宽销售渠道 

一是强化品牌建设力度，提升品牌价值，公司按照品牌发展定位通过“理清品牌架构、规范品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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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品牌故事、打造品牌文化”，维护好“绿色、生态、无添加”的品牌内涵和“健康白象盐，地道云南味”

的品牌形象，借助媒体平台及微信公众号等对产品进行多维度宣传，多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强化公司品

牌建设。 

二是通过参展2019年南亚东南亚国家商品展暨投资贸易洽谈会，以战略冠名“云南盐业——第39届全

国最佳邮票评选颁奖活动”等形式推进与中国邮政云南分公司的合作深度，拓宽小包装食盐、日化盐的销

售渠道，同时全面开展与贵州邮政的合作商洽、协议签署工作，不断拓宽销售渠道。 

（三） 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增厚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于2019年3月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2019年3月5日完成四家风电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2019年5月10日办理完成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新换发营业执照。公司持续推进相关整合工

作，全力保障风电板块稳定运行。 

一是不断完善安全体系建设，及时开展风力设备维护、检修，确保设备运行稳定可靠，力保生产安全。 

二是积极开展“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工作。公司持续加强创新机制，促进公司持续创新能力，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报告期泸西公司不断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工作，结合生产设备实际情况，通过设备厂家的积

极配合，泸西公司已取得3项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三是持续跟进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清收工作，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四家风电公司皆已纳入国家可再生能

源电价附加补助目录，四家风电公司积极对接电网公司，持续跟踪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拨付情况。争取风电

稳增长政策奖励资金，增添企业效益；大姚公司已积极向州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争取稳增长政策奖励资金

10余万元。 

四是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公布2018年度电力行业风电运行指标对标结果，通过对电量指标和设备

运行水平指标进行综合评价、数据公示及最终评审等程序，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大海梁子风电

场从参评的42家发电集团、1888家风电场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18年度电力行业优胜风电场（AAAAA级），

展现了公司风电业务板块优异的资产管理能力和风电场运营水平。 

五是四家风电公司稳步推进技改工作，根据生产经营及风资源情况，适时组织实施技改工作，提升风

机的利用效率。 

（四）积极探索上游多气源，持续拓展下游市场 

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在昆明、昭通、曲靖、红河、玉溪、大理、楚雄、文山等各州市以及滇中产业

新区重点开展了18条天然气支（专）线管道项目，3个应急气源储备中心项目和1个CNG母站项目，同时不

断完善产业链业务布局，探索多气源、多渠道保障格局，开拓下游用户多元化。 

一是气源保障方面，加大与大型央企的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到昭通盐津区块、威信-彝良区块页岩气勘

探开发工作中；二是储气设施建设方面，加快推进玉溪、曲靖、红河等应急气源储备中心的建设工作，积

极推进昆明盐矿地下储气库项目开发的前期工作；三是积极开发支线沿线市场，建立完善气源价格体系、

积极争取特许经营权、跟进大理漾濞支线及剑川支线开口等下游市场拓展。 

（五）开展信息化系统建设，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产销协同水平。 

一是为贯彻执行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工作要求，公司开展了智能制造全过程追溯系统项目建设。上半

年，该项目基本完成昆明盐矿12加3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普洱制盐13条生产线的改造工作、云南省盐业

食盐电子防伪追溯信息两级平台（省级公众查询平台和公司云平台）的搭建工作并开展相关人员培训，下

一步将对公司食盐产品的追溯过程进行全流程贯通测试。该项目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公司优化产销

协同，有利于公司生产管理规范化、标准化，进一步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对提高食盐产品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二是加快推进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建设，充分发挥财务管理在战略发展、管控提升、业务融合及信息整

合等方面的支持和协同作用，统一核算标准、报告编制及资金结算服务，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财务精细化管

理水平。 

三是加强公司供应链信息化系统升级改造，上半年已配合多家知名软件公司对公司信息化进行调研并

完成初步调研方案，进一步完善供应链信息化系统的全面升级改造方案，适应公司运营管理的新模式，构

建物流、信息流、单证流、商流和资金流五流合一的模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供应链管理的总成本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 

（六）持续深化安健环管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上半年，公司围绕NOSA体系建设目标，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

规范作业纪律，公司未发生较大以上电力、火灾、设备、人身伤亡等生产安全事故，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

事故、食品安全事故事件及公共卫生事件，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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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保方面，公司高度重视，加强环保设施设备、在线监测设备的管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相

关管理规范开展环保设施设备的管理，确保环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在设备故障和生产异常时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处理，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规范公司及各所属公司生产经营行为，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七）优化调整组织架构，激发员工活力 

公司立足打造“战略中心、决策中心、指挥中心、管控中心” 的总部定位，遵循“战略导向、精准定位、

精简高效”的原则，上半年圆满完成公司组织机构优化，根据公司总部新“三定”及空缺岗位需求，通过内部

竞聘、社会招聘等形式引入多名中层管理人员和员工，为公司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程度实现人岗科学匹配，进一步激发员工活力。同时加大干部职工履职能力建设，

分层次统筹开展全员培训，引导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紧跟战略、关注市场、注重学习；培养有思想、有素质、

有能力、有担当、有作为的岗位人才，着力打造人员精干、务实高效、奋发有为的专业团队，为公司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得益于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措施的有效实施，报告期内公司总体运营状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

经营业绩增长明显，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672.93万元，较上年同期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前增长

49.22%；实现利润总额26,569.39万元，较上年同期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前增长223.0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028.25万元，较上年同期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前增长250.60%。公司各

业务板块全面盈利。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756,748.80万元，较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前的年初数

增长8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90,162.67万元，较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调整前的年初

增长61.21%；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5.5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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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起陆续修订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2017〕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财会〔2017〕9 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2017〕14 号)等四项金融具相关

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

采用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并按以

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

会计准则。 

经本公司董事会 2019年第一次定期会议

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

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该变更不会对公

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不会对公

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新能源公司所持会泽

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

有限公司 70%股权已实施完毕。通过本

次交易，公司正式进入风电运营领域，

公司主营业务由盐、天然气变更为盐、

天然气与风电。四家风电子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范围后，为真实、准确地反映公

经本公司董事会 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

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对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及以前年

度财务数据无影响，无需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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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财政部

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结合风电运

营板块业务特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文件要求，需要补充风电运营类业务

的收入确认方式。 

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由于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公司对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调整，比较数据相

应调整。  

经本公司董事会 2019年第二次定期会议

审议通过。 
注 

       注：本公司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

求编制2019年6月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2019年初资产负债表及2018 年1-6月利润表受重要影响的

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40,712,130.19  应收票据 57,335,954.46  

应收账款  683,376,175.73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542,073,509.22  应付票据 5,398,773.75  

应付账款 536,674,735.47  

减：资产减值损失 2,675,834.62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

填列）  

-2,675,834.62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备注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新能源公司

所持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00%股权、马龙云能

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

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及泸

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已实施完毕。通过本

次交易，公司正式进入风电运

营领域，公司主营业务由盐、

天然气变更为盐、天然气与风

电。四家风电子公司纳入公司

合并范围后，为真实、准确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结合风电运营板

块业务特点，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文件要求，需

要变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

更应收款项信用风险组合。 

经本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三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19 年 01 月 01 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

法，对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

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无影响，

无需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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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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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74号），公司向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发行202,649,230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

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70%股权，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9年3月26日，

本次交易已实施完毕，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大姚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31日纳

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昆明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大理有

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曲靖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红河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文山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普洱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玉溪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昭通有限公司、云南省盐

业保山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楚雄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临沧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德宏有

限公司、云南省盐业丽江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西双版纳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怒江有限公

司、云南省盐业罗平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日新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东川有限公司、云南

省盐业宜良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镇雄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富源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宣

威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禄丰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姚安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开远有限公

司、云南省盐业石屏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砚山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富宁有限公司、云南

省盐业景谷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景东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孟连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洱

源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剑川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腾冲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陇川有限公

司、云南省盐业迪庆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日纳入公司报表合并范围。 

此外，根据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于2019 年3 月27 日完成注销其控股子公司嵩明能投新能源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嵩明

能投新能源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注销之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一华 

2019年8月27日 


	一、重要提示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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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情况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②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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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