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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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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报告期主要业务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盐业、天然气、风电三大板块，具体包括食盐、工业盐、日化盐、芒硝等系

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天然气管网建设、运营、天然气销售、入户安装服务及风力发电等。 

（2）主要产品及用途 

食盐，又称餐桌盐，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物质之一，也是烹饪中最常用的调味料。 

工业盐，在工业上的用途很广，是化学工业的最基本原料之一，被称为“化学工业之母”。基本化学工

业主要产品中的盐酸、烧碱、纯碱、氯化铵、氯气等主要是用工业盐为原料生产的。此外，工业盐还用于

有机合成工业、建筑业、日用化工、石油石化、无机化工以及硬水处理、公路除雪、制冷冷藏等方面。 

芒硝，别名硫酸钠，是硫酸盐类矿物芒硝经加工精制而成的结晶体。可以用来提取硫酸铵、硫酸钠、

硫酸及硫化钠等化工原料，还是制造洗衣粉的重要原料。 

日化盐，公司开发了“艾肤妮”牌全系列多品种多功能日化盐，主要用于个人日常护理，包括洗发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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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盐、沐浴盐、足浴盐、按摩浴盐等。 

 天然气，天然气作为一种清洁高效能源，主要用于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工艺生产、天然气化工工

业、城市燃气事业、压缩天然气汽车等。 

风电，利用风力发电，把风的动能转为电能。风能作为一种清洁的可再生能源，蕴量巨大。利用风力

发电具有清洁，环境效益好；可再生，永不枯竭；基建周期短；装机规模灵活的特点。 

（3）行业发展趋势  

A.盐业 

①盐改进入深化期，未来不排除食盐专营放开的可能 

盐改过渡期结束后进入深化攻坚期，中期来看盐行业进入整合期，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

市场竞争加剧，长期来看，不排除食盐专营完全放开的可能，因此，具有更强品牌营销能力、渠道覆盖能

力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立足。 

②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食盐品种趋于丰富 

盐业体制改革前，盐行业市场食盐产品品种较为单一、包装较为简单，产品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盐

业体制改革过渡期内，盐业企业在确保食盐安全原则情况下将通过细分食盐消费群体，研究开发生产各类

食盐品种，进行品牌建设，依托并强化销售渠道，满足各类消费群体健康优质的饮食需求。随着市场变化、

消费者行为转变及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中高端盐、功能盐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大，盐类

产品的品种会更加丰富，质量也会显著提升。 

③行业联合重组和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盐改近四年，盐企间的兼并重组联合步伐明显加快，部分盐企积极推进股改上市、混改步伐。产销之

间、不同区域盐企之间的产业联盟、区域合作有序推进。各盐企为积极应对盐改，纷纷加快内部体制机制

改革，重构企业管理模式、运行模式和商业模式。 

④多元化发展，数字化转型  

由于盐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和市场规模限制，盐企的主业将逐渐由单一盐业务发展到多元化产品的格局，

随之而来的是盐企的销售从依赖线下渠道的传统零售模式转型为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的新零售模式，数

字化技术带动的产业转型将对传统盐企造成不小冲击，2020年部分盐企已开始布局新零售和O2O。 

B.天然气 

①多政策保驾护航我国天然气产业发展 

201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关于促进天然气协调稳

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了我国天然气产业的九大问题、三大发展原则以及十条具体发展措施，从国家

层面再次强调对天然气行业、对民生福祉的重视。随后，国家发改委也发布了《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

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要求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提

出了10%、5%和3天的储气能力具体指标；明确了仅地下储气库、LNG接收站、LNG气化站的有效容量可作为

储气能力；强调了上中下游都要严格按照合同供气、调峰气市场定价、大用户自建气源、投资主体多元等

措施。《油气管网设施公平开放监管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明确界定了责任主体、适用范围、必须开放

的设施、奖惩办法等，提到了推进油气管网独立、不得统购统销、热值计量、互联互通等要求。《关于理

顺居民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宣布居民和非居民用气的门站价统一为基准门站价，上浮最高20%，下浮不限，

于2018年6月10日执行，原居民门站价本次最高上调0.35元/立方米。终端售气价格调整办法由地方政府确

定，原则是：不得超过本省门站价上调幅度，不得超过0.35元/立方米，结合阶梯气价主要针对一档气调

整。 

②城镇化趋势与煤改气推动下，天然气需求持续提升空间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我国城市天然气消费人口和供应消费总量均稳步增长。“十四五”期间，

天然气行业将出现上游供给释放、中游渠道畅通和下游需求拉动的多重发展动力，价格机制调整也将助推

市场繁荣。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环保压力的增加，天然气管网建设及市场开发将

渡过起步阶段，全国天然气行业近十年经历黄金发展期，天然气需求巨大并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③构建现代化市场体系 

 “十四五”期间国内天然气行业的改革发展方向日益明确，现代化市场体系、市场主体多元化、用气

领域更加广泛、市场化定价等是改革发展的趋势。国家将在法律法规建设、行业管理体制、市场规则、市

场监管等方面继续完善，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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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市场主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目前，天然气终端销售领域的多元化已经实现，中央企业、地方国企、民营及港资企业已经实现在终

端销售领域的三足鼎立。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化正在推进。目前民营及社会资本主要进入了煤制气、

煤层气的资源开发领域，但尚未形成规模，页岩气独立招标已经开展两轮并将继续完善和实行，常规天然

气区块的招投标制度将逐步推出，天然气进口企业的资质要求将逐渐放开，广汇、新奥已经实现海外资源

进口，未来的天然气进口企业会越来越多，大用户将可能直接从海外购买天然气资源。 

⑤天然气用气领域更加广泛 

国家能源局油气司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提出，全面加快推进天然气在城镇燃气、

工业燃料、燃气发电、交通燃料四大领域的大规模高效科学利用、产业上中下游协调发展，逐步将天然气

培育成为我国现代能源体系的主体能源。 

在城市燃气领域，我国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全国城镇气化率继续提升，天然气将成为城市居民的主

要燃料。在工业领域，天然气工业燃料置换的进程将全面加快，钢铁、石化、陶瓷等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

升级，以及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结构转移等因素，将刺激天然气在工业中的应用。在天然气发电领域，京

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重点防控区，将有序发展天然气调峰电站，优先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在交通运输领域，天然气将成为大多数中小城市出租车的主要燃料，大中城市的公交车将逐步向天然

气等清洁燃料车升级，天然气将成为在公共交通运输业具有竞争力的燃料。 

C.风电 

①未来十年我国将进一步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 

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近日，中国在气候雄心峰会

上提出，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等4项目标。目前，我国风电和太

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实现快速发展，均居全球首位，到2030年的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目标接近现有规模的

3倍，超过了目前全球风电、光伏的装机规模，这意味着我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过去快速发展的基础上，

未来十年仍要实现持续的高速发展。 

②云南省启动800万风电、300万光伏项目的开发。 

2020年9月30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能源局正式下发《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

能源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在适宜地区适度开发利用新能源规划及配套文件的通知》（云能源水电〔2020〕153 

号），标志着云南省800万千瓦风电、300万千光伏项目正式启动。 

③补贴退出倒计时，运营商装机提速 

补贴转竞价，平价已接近。2018年5月能源局发布《关于2018年度风电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结

束标杆电价时代。竞价配置旨在去除非技术成本、加速平价进程，同时减少财政补贴压力。根据政策要求，

补贴需求小、项目质量高、设备先进、消纳良好的项目将更加具备竞争力，优先纳入年度建设规模。同时，

行业预期随着技术提升及非技术成本下降，2021年我国风电实现发电侧平价上网。 

（4）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盐行业，公司的井矿盐制盐生产能力和食盐业务盈利能力在行业内名列前茅，同时也是A股最早实现

产销一体化的上市公司，先发优势显著，具有较强的基础优势。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是云南省

内最大的盐业企业，同时也是国家授权云南省唯一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云南省政府授权唯一经营合格碘

盐的企业。多年来，依托云南省独有的资源环境优势，盐业公司打造了多款纯天然、无污染的食盐、日化

盐系列产品，促进了云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 

报告期公司天然气业务总体尚处于项目建设、市场开发培育阶段。天然气公司作为云南省级天然气发

展平台，是云南省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承担全省天然气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市场推

广、产业培育等工作；云南省天然气起步较晚，目前消费量较低，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较低，国家《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为2020年我国天然气消费占比要超过10%，2030年提高到15%，云南省

能源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目标为到2020年，全省天然气消费量占比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8%。与国家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公司天然气业务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截止2020年6月末云南省风电累计总装机容量877.69万千瓦，四家风电公司合计风电并网容量为37万

千瓦，占云南省总装机容量的4.22%。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背景下，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和相关政策

措施的推动下，公司将紧紧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利用现有优势，按照“做好存量，争取增量”的方式，通

过自建、并购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推动公司清洁电力业务的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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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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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1,990,278,508.36 1,933,137,923.65 2.96% 1,835,424,81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558,396.73 262,558,043.16 -11.81% 239,028,76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0,250,036.61 130,054,723.731 53.97% 95,852,57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9,505,580.23 528,618,071.83 3.95% 477,386,690.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43 0.3450 -11.80% 0.31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43 0.3450 -11.80% 0.31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9% 6.84% -1.15% 6.58%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9,552,190,267.85 8,896,054,903.55 7.38% 7,323,541,37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62,424,129.11 3,991,529,486.94 4.28% 3,728,229,670.95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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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9,551,931.17 485,264,878.75 367,581,807.34 607,879,89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19,657,293.97 67,187,397.82 -13,995,807.05 58,709,51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6,933,138.11 58,662,611.82 -17,491,383.96 42,145,67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585,385.13 168,675,951.32 -23,738,298.09 294,982,541.8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15,93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387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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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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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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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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 4,33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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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家忠 境内自然人 0.34% 2,598,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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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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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毛家忠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2,296,30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 302,6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598,900 股，持股比例 0.34 %；公司股东陈世辉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 1,108,822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16,100 股，合计持有公司

2,024,922 股，持股比例 0.27%。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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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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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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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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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食盐、工业盐、日化盐、芒硝等系列产品的生产销售，天然

气管网运营、销售、入户安装服务以及陆上风力发电的运营等。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99,027.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714.06万元，增长2.96%；实现利润总额31,157.49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226.33万元，降幅为9.3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155.84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3,099.96万元，降幅为11.81%。其中： 

盐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8,287.5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15.63万元；利润总额

9,265.3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485.6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151.49

万元。 

天然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62.4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714.32万元，利润总额

3,109.91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559.43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485.62

万元。 

四家风电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5,627.0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09.23万元，利润总额

20,769.4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53.91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425.60

万元。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盐硝产品 
1,088,222,462.

68 
576,529,764.34 47.02% 2.02% 28.28% -10.85% 

天然气 349,064,333.90 296,281,831.00 15.12% 29.04% 44.54% -9.10% 

风电 456,270,762.07 171,008,511.33 62.52% -1.10% -1.63% 0.2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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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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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 日起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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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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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 2020年 1月 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12月 31日 2020 年 1月 1日 调整数 

存货 134,948,890.85 102,240,060.85 -32,708,830.00 

合同资产  32,708,830.00 32,708,830.00 

预收款项 67,003,285.37  -67,003,285.37 

合同负债  61,365,178.71 61,365,178.71 

其他流动负债  5,638,106.66 5,638,106.66 

 

    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年 1月 1 日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期间的合并利润表各项目、2020 年 12 月 31日

合并资产负债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减少）报表项目金额  

营业成本  97,743,163.76  

销售费用  -97,743,163.76  

预收款项  -102,315,030.85  

合同负债  93,960,202.91  

其他流动负债  8,354,8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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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与云南华煜能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云南玖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楚雄州禄丰县共同投资设立禄丰能投华煜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

称禄丰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 万元。其中，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400 万元，持股比例 40%；云南华煜

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 30%；云南玖德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货币出资 300 万元，持股比例 

30%。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于2020年度完成对禄丰公司的货币出资，纳入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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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

气文山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2亿元。云南省天然气文山有限公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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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同意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

气运维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亿元；投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河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云南省

天然气河口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云南省天然气运维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纳入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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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平    

                                                           2021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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