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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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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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艺欣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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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002053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政良

邹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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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1-63151962

电子信箱

310944181@qq.com

63126346

刘益汉

63126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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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014,816,809.92

966,729,276.59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6,844,691.79

210,282,510.89

-1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5,595,749.93

97,142,332.24

注

8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8,261,336.45

129,929,096.39

114.16%

0.2455

0.2763

-11.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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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55

0.2763

-11.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7%

5.49%

-0.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9,167,593,083.13

8,896,054,903.55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18,621,608.14

3,991,529,486.94

3.18%

注：上年同期四家风电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119,427,815.56 元列入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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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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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云南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31.63%

240,735,345

186,627,130

云南能投新能
源投资开发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26.63%

202,649,230

202,649,230

云天化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19.67%

149,654,728

0

1.34%

10,227,339

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0.83%

6,329,90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71%

5,387,200

0

新疆立兴股权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管理有限
人
公司

0.57%

4,334,200

0

云南能源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0.53%

4,024,224

0

张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4%

2,624,912

0

陈世辉

境内自然人

0.27%

2,024,322

0

黄德刚

境内自然人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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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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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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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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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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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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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19.67 %；公司股东陈世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1,108,22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916,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024,322 股，持股比例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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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十三五"收官之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特殊形势下，在打造“盐+清洁能源”双主业平台战略引领下，公司盐业、天然气和风电三大
业务板化危为机、稳中求进。盐业板块作为云南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积极推动复工复
产，全力做好食盐、工业盐等重点物资的保障供应，紧扣云南省"绿色食品牌"，不断深化营
销改革、不断推进"盐+"战略，多措并举积极拓展市场；天然气板块围绕“气化云南”总体战略
部署，按照“上控气源、中布管网、下拓市场、健全储备”的发展思路，稳步推进全省天然气
产业发展；风电业务持续提升风力资源利用效率，运营能力不断增强。
(一）以市场为导向打造核心产品，以品牌升级为手段树立品牌新形象，以深化营销改革
为基础提升终端管控能力
盐业板块持续提升和凝练食盐品牌内涵，构建盐业品牌体系矩阵、自媒体宣传矩阵，完
成行业首个IP形象“盐宝”的发布及“白象盐•幸福味”广告片投放；坚持市场导向，对小包装食
盐品种进行优化调整，并对产品包装进行全面升级。截至目前，新包装产品已基本覆盖省内
终端客户。
与此同时盐业板块持续深化食盐营销端改革，有效巩固产品市场占有率。一是重点加强
终端网点建设和维护，深入推进食盐安全宣传“三进”活动，省内食盐销售量价齐升，有力保
障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稳步增长；二是积极开展促销活动，组织开展“应对疫情专项促销活动”
对冲疫情影响，打破了以往年后即是淡季的被动局面；三是大力拓展省外KA系统销售渠道，
省外销售取得一定成绩。
（二）发挥天然气省级平台优势，加快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一是以上游气源合作谋求资源保障。积极探寻川气入滇、LNG等气源保障，积极参与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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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页岩气开发及缅甸皎漂LNG接收站项目，从源头提升核心竞争力。二是以中游支线建设夯
实省级天然气平台。重点开展了18条天然气支线管道项目。三是以储气项目开发确保平稳供
气。有序开展昆明盐穴储气库项目、寻甸CNG母站项目及玉溪、曲靖、红河等州市的应急气
源储备中心项目。四是以下游市场拓展强化气量支撑。积极配合全省工业“煤改气”、农村“以
气代柴工作”，有效拓展下游终端市场。
(三）确保安全生产，推进效能发挥
深化安健环管理，确保安全生产。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对风机等重点设备
的管理，及时组织开展岁末年初、汛前专项及“安全生产月”等安全检查，通过提高巡检频率，
严格巡检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消缺处理，确保安全生产。与此同时扎实做好风电技改，
提升风机使用效率。根据各运营风电场实际情况，有序推进风机提升发电量技术改造、箱变
防雷等技改工作，不断提升风机效率和安全性能。
（四）加大风险管控力度，健全全面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
面对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和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现状，公司建立建全风险管理体系，严
格把控市场、财务、安全、法律等各项重点领域的全过程风险防控，提升人员风险防控意识，
确保各项经营风险可控在控。
（五）强化资本运作，优化产业布局
在盐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公司参与了广东省广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项目，推动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促进公司外延发展 与内涵成长相结合，优化提升公
司盐业的产业布局和综合竞争力。天然气板块继续推进、落实全省天然气产业布局。
（六）技术驱动创新，加大公司研发投入力度
盐改以来，盐业公司全面加强研发力度，持续推进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公司技术中
心被认定为“云南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20年6月，公司“高原深井矿盐盐硝联产及天然钙
盐制备关键技术与应用”成果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截至2020年6月盐业公司共
计获得了48项专利，其中9项发明专利；风电公司积极开展专利申报及知识产权维护工作，共
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45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七）提高信息化水平，为公司高质量发展赋能
一是持续推进供应链及成本系统项目建设，推动系统全面完善升级，构建物流、信息流、
单证流、商流和资金流五流合一的管理新模式，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目前已基本
完成金蝶供应链系统及成本系统基础数据平台的搭建工作。二是按照智能制造全过程追溯系
统“先试点、后推广”的建设原则，启动追溯项目二期建设。追溯项目已逐步实现全渠道产品
可追溯，响应食品安全监管要求。三是高效推进天然气公司“数字化管道”示范项目建设，利
用航拍、实地调研、数据建模等数据采集方式，结合空间信息、地理信息技术，将天然气管
道建设及运营中各类信息数字化处理，搭建SCADA系统、巡线系统、视讯系统、管道完整性
系统平台，提升管道建设效率、优化管道运营，实现灾害预测预警和运营风险管理，目前项
目已基本完工。
由于云南省风资源波动及新冠疫情的综合影响，报告期四家风电公司售电量较上年同期
下降，但得益于上述各项工作的有效实施，公司总体运营状况平稳，财务状况良好，收入质
量提升明显。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481.68万元，同比增长4.97％；经营净现金流
为27,826.13万元，同比增长114.16%；实现利润总额24,872.19万元，同比减少6.39％；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84.47万元，同比减少11.15％。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916,759.31万元，较年初数增长3.0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11,862.16万元，较
年初数增长3.18%，资产负债率为42.04%。

4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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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
准则”），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
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
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收入准则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
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
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
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的衔接规定，新收入准则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将根
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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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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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3日，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云南省天然气
文山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根据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文山-砚山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为
快速推进天然气业务布局，同意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文山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
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拟定为人民币 1.2 亿元，由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采用货币方式出资，一期注资 1,000.00万元。云
南省天然气文山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纳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2019年10月24日，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云
南省天然气运维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根据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天然气管道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为
加快建设专业化的运维管理队伍，确保生产运营安全，同意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运维有
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亿元，其中首期出资人民币2,000.00万元，后期根据工作实际进展适时注入。云南
省天然气运维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纳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2019年10月24日，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云
南省天然气河口有限公司（暂定名）的议案》。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气公司”）战略
规划，为加快推进各项天然气业务布局，推动河口跨境经济合作区天然气产业业务的发展，同意天然气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河口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000.00万元。云南省天然气河口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2
月25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于2020年初办理完成银行税务等相关手续后纳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一华
2020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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