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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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英杰

董事

因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田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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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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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26346

0871-63126346

电子信箱

lzl@email.ynyh.com

yhzjh@email.yny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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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491,542.76

673,343,395.55

1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830,216.31

92,442,873.99

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5,033,198.67

87,752,578.62

-3.10%

-103,236,883.02

155,581,021.80

-166.36%

0.1716

0.1656

3.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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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16

0.1656

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4.71%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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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2,779,357.66

3,271,190,765.08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94,566,269.65

2,254,586,659.27

1.77%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以 2016 年 9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
总额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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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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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7%

196,931,018

186,627,130

云天化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26.80%

149,654,728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六零四组合

2.05%

11,454,081

0

全国社保基金
其他
一零二组合

1.56%

8,699,903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年金计划
其他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0.97%

5,410,001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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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5%

5,33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交银施罗德 其他
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0.82%

4,567,174

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国有法人
限责任公司

0.77%

4,286,806

0

中泰证券股份
其他
有限公司

0.69%

3,845,797

0

数量

上述股东中，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立兴股权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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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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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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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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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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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盐改压力与挑战，公司紧紧围绕年度
各项生产、经营目标，按照“稳渠道，拓市场，严管理，强执行，控风险，深挖潜，增效益”
的工作方针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产销一体优势，深化改革，持续开展节能降耗和降本增效工
作，稳步推进天然气支线管网项目建设，紧抓盐改机遇，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和品牌建设，克
服了由于食盐市场和价格放开，市场竞争加剧导致的食盐价格下滑的影响，利润总额及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报告期内围绕年度经营目标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以市场为导向，重构以市场终端为根本的营销体系。一是开展营销策划，推进直营店
建设，压缩营销渠道中间环节，贴近消费者，做实做强省内零售终端；二是全面推进与中国
邮政云南分公司合作，充分利用该公司仓储、物流、配送等资源优势，实现对乡镇、农村终
端的配送，并积极推进行政村销售网点及客户建档立卡工作，使渠道下沉得到巩固；三是加
强商超合作，将商超系统作为高端盐产品销售渠道及公司产品进入全国市场的主要渠道，积
极拓展省外市场；四是稳步推进电子商务工作，报告期完成了上海邮乐购网络平台及京东商
城专营店上线运行，计划年内实现天猫网店上线。
2、全面推进品牌建设，加强品牌宣传和推广，提升品牌品质。一是加大品种创新，丰富
和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形成独具特色和竞争力的产品体系，报告期重点推进益生元食用盐系
列、调味盐系列、孕妇专用盐、烘培盐系列、清真盐系列和果蔬洗涤盐系列及软水机专用盐
等7个系列产品的开发工作；二是公司申报的云南白象牌高原深井盐系列产品、云南白象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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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高原深井盐系列产品和云南白象牌普洱高原深井盐系列产品获“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证
书” ，标志着公司成为全国盐行业首家通过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的企业，提升公司品牌品质
及美誉度；三是成功举办“盐业改革应对与食盐品牌建设”研讨会，承办云南省第24个“防治碘
缺乏病日”专题活动，积极参展2017年北京农业博览会、昆明2017年南亚东南亚商洽会、西安
2017年丝绸之路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博览会，扩大公司产品宣传范围与半径，助推品牌宣传；
四是围绕“高原地标、无添加、高钙”亮点，通过向机场通道、高铁、楼顶户外LED、昆明市
公交车身及车载LED显示屏投放广告以及印发海报宣传资料等方式，加强公司品牌的宣传与
推广。
3、抓重点、破瓶颈，重构销售导向的管理体系。一是加强食盐质量安全管理，以最严谨
的食盐标准，加强生产过程管控并进行专项检查，确保食盐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是以生产、研发、营销等全面对标管理为抓手，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工作；三是实施以市场
为导向、以销售为重点、以利润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激励措施，调整绩效分配，加大绩效考核
力度；四是推进大数据网络平台建设，加强过程管理与经营结果分析，提升营销业务管理水
平。
4、以对标管理为抓手，深入推动降本增效工作。按照 “稳发展、强管理、控风险”的管
理要求，公司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开展生产经营对标管理，深入推动降本增效工作。通过与
国际领先企业、行业优秀企业及内部先进单位或单位自身各项历史先进指标的对标管理活动，
分析查找自身差距，制定和落实追赶先进或超越自我的方案和措施。坚持重点对标和全面对
标相结合、结果对标和过程对标相结合、外部对标与内部对标相结合、学习和创新相结合，
持续改进，夯实管理基础，全面提高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升
盈利能力。
5、加强项目管理，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报告期内，按照严控制、促发展的总体要求，
公司重点开展了12条天然气支线、3条专线管道项目及2个应急气源储备中心和1个CNG母站项
目。其中，10个项目已取得核准或备案（核准项目7个，备案项目3个）；昭通支线、陆良支
线、玉溪-普洱支线一期、禄脿-易门支线、富民-长水支线、力帆骏马公司配套专线及玉溪应
急气源储备中心项目在建；泸西-弥勒-开远支线、开远-蒙自支线及寻甸CNG母站待建；文山砚山支线、寻甸-嵩明-空港支线、富民-武定支线、鹤庆-大理-洱源-剑川支线、普洱-版纳支线、
昆明盐矿配套专线、禄丰县云南石化产业园区（勤丰片区）配套专线及曲靖市应急气源储备
中心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报告期，得益于上述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相关措施的有效实施，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4,149.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12%；实现利润总额11,417.1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7%；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583.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66%。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334,277.94万元，较年初增长2.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29,456.63万元，较年
初增长1.77%；资产负债率27.73%，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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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
知”（财会 〔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该准则
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
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公司于2017年1月1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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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补助准则，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与公司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仍计入营业外收入。
比较财务报表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进行追溯调整。执行该准则规定对公司2017 年6 月30 日净
资产、2017 年1-6 月及以前年度净利润不产生影响。2017年8月21日，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
二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报告期公司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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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弥勒能投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及云南能投昭通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全
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具体说明如下：
1）弥勒能投燃气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3月10日在弥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截
止目前，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
司出资510万元人民币，持股比51%；弥勒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资490万元人民币，持
股比例49%。法定代表人：舒云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526MA6KD7JY5Y。公司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公司地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弥阳镇上清路101号。公司所处
行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经营范围：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建设、运营；城市管道燃气及
车用燃气项目的建设、运营；天然气（工业用气除外）、燃气器具的销售；天然气应用技术
咨询及服务。
2）云南能投昭通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27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
币，实收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
股80%）云南省天然气昭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公司”）持股40%，昭通交通建设投资
开发有限公责任公司、云南鑫烨投资有限公司各持股30%。经营范围：油、气、电项目建设及
管理，车用燃气站管理，燃气项目投资建设及管理。经营地点：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远大广
场12幢707室。2017年3月6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通过，同意昭通公司按北
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6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并经昭通市国资委备
案的评估结果为依据，以现金方式收购云南能投昭通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权，交易
价格1,320.708万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在扣除经审计的过渡期损益后，实际交易价格为
1287.027万元。收购完成后，昭通公司持有云南能投昭通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云南能投昭通交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0日办理完股权变更领取新的营业执照 ，
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万华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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