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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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娟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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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312,537.79  434,185,103.28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20,866,602.55  317,117,338.92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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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17,016.15 -47,957,628.15 -1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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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91,870.93 236,078,500.82 7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749,263.63 6,865,918.89 -4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740,671.46 1,220,028.50 20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8% 2.25% 减少 1.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30 0.0056 -46.4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30 0.0056 -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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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

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592.17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

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

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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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

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

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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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8,592.17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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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357,258,744 28.9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省分行 
52,396,372 4.25 0 无  国有法人 

张光武 32,400,000 2.63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破产企业专用财

产处置账户 

24,517,376 1.99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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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18,925,836 1.54 0 无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17,720,570 1.44 0 无  未知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6 / 15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分行 
17,399,420 1.41 0 无  未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16,511,20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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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57,258,744 人民币普通股 357,258,74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

分行 
52,396,372 人民币普通股 52,396,372 

张光武 3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00,000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破产企业

专用财产处置账户 
24,517,376 人民币普通股 24,51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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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17,720,570 人民币普通股 17,720,57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 
17,399,420 人民币普通股 17,399,42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16,511,204 人民币普通股 16,511,2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本表所列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合

并其子公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能投集

团直接持有 354,158,803股，持股比例 28.74%，子公

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099,941股，持股

比例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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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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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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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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主要原因是为本报告期公司贸易采购货款支付增加。 

2.公司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新增贸易业务，按合同约定先货后

款，给予一定的账期，未达到收款条件。 

3.公司应收款项融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4.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委托加工业务库存商品，暂未进行销售。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量扩大，贸易采购增加，

形成的留抵进项税增加。 

6.公司应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公司应付账款未达到支付条件。 

7.公司合同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原因为公司报告期内按照约定完成贸易业务结算。 

8.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缴纳了期初申报的税款导致。 

二、成本费用项目大幅变化原因 

1.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增加贸易商品

品种，贸易业务量加大。 

2.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留抵进项税增加，增值税减少，增值

税附税减少。 

3.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新会计准则将销售运费列示

在主营业务成本(剔除运费后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20.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量加

大，同时贸易业务相关费用增加)。 

4.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资金基本用于贸易业务，银行存款利息

减少。 

5.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收到了稳岗补贴及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6.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资金基本均用于贸易业务，利用闲置

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及时间大幅缩减。 

7.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到重整时已解除担保义务的

原子公司的重整清偿款。 

三、现金流项目大幅变化原因 

1.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贸易业务量增加，收到及支付的贸易货款增加。 

2.收到其他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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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贸易保证

金增加。 

3.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期初申报缴纳的增值税税款减少。 

4.支付的其他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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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约

定退还了部分贸易保证金。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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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公司开展的理财投资减少。 

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原因是上年收到重整时已解除担保

义务的原子公司的重整清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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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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报告非标审计意见所涉事项的进展情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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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云维股份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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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贸易业务。这

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三).2所示的其他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云维股份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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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让

企业摆脱困境，早日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1) 针对《重整计划》要求的资产注入工作，持续努力加强与控股股东等相关各方的沟通和

协调。为了公司长远发展，便于资产注入工作的协调推进，公司办公地点于2021年3月1日起搬迁

至昆明。 

(2) 公司将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继续开展贸易经营工作，努力拓展市场，开展好原煤、制

品、铁矿石等板块贸易业务。以利润为中心，风控为重点，在确保贸易资金安全及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持续努力开拓采销渠道，提高盈利能力。一季度公司贸易规模较上年同期加大，经营成本

上升。在公司的积极努力下，经营利润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截至2021年3月31日，实现扣非净利

润374.07万元较上年同期扣非净利润大幅增加。 

(3) 继续全面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制定了2021年降本增效、提质创效工作方案，通过采取提

高贸易采销差价、压缩非经营性开支、严格考核管理等措施，促使各中心（部室）及公司全员提

高挖潜降耗、节约成本费用意识，加强公司精细化管理，切实降低公司运营成本、费用，提升公

司盈利空间。 

(4) 维护员工稳定，完善公司机构和岗位职能职责，合理调配人力资源，保障正常运营需求

及后续发展。公司各部门运转高效,员工队伍整体稳定,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农业银行账户被江门市中院冻结事宜,目前本案仍在广东省高院再审过程中，截至本报告

日账户仍未解除冻结，账户内部分资金被扣划到法院账户，公司已向广东省高院申请执行监督程

序并已获立案受理。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案进展，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维护公司权益，力争尽早解除

公司账户的冻结。 

3、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开展情况 

公司 2021年 4月 14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阶段性闲置资

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同意在 1亿元余额范围内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报告期内委托理财产品及相关损益的情况。以下为公司 2021年一季度开展委托理财的情况： 

2021年一季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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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投

向 

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

益或损

 实际收回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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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非保本

浮动收

益型 

2,000.00 2021年 3 月 5日 2021年 3 月 23 日 

银行理

财资金

池 

2.85% 2.4 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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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娟娟 

日期 2021年 4月 23日 

 

 

四、 附录 

4.1 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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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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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3月 31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7,701,812.73 155,433,727.13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25,035,993.30 93,798,485.96 

应收款项融资 6,707,870.34 1,350,877.08 

预付款项 129,391,387.89 107,871,756.23 

其他应收款 28,770,643.36 28,751,789.07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71,707,388.13 43,997,5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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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173.07 2,207,446.80 

流动资产合计 403,582,268.82 433,411,620.0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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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68.97 773,483.26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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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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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730,268.97 773,483.26 

资产总计 404,312,537.79 434,185,103.28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8,161,606.06 12,685,429.72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29,250,970.23 71,807,235.70 

应付职工薪酬 3,613,365.90 3,728,526.00 

应交税费 40,546.97 103,783.76 

其他应付款 27,274,866.26 23,638,2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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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341,355.42 111,963,18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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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5,104,579.82 5,104,57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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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579.82 5,104,579.82 

负债合计 83,445,935.24 117,067,764.3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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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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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105,508,475.01 105,508,475.01 

未分配利润 -2,818,134,547.34 -2,821,883,810.9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 

320,866,602.55 317,117,338.9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404,312,537.79 434,185,103.28 

 

公司负责人：何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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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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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一季度 2020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收入 410,791,870.93 236,078,500.82 

减：营业成本 402,632,674.88 229,175,215.12 

税金及附加 89,909.00 182,240.41 

销售费用 1,733,215.07 2,899,553.21 

管理费用 2,698,981.11 2,849,063.86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79,503.28 -188,151.94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194,217.65 

加：其他收益 8,592.17 215,779.8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4,077.31 59,448.34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终止确认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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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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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9,263.63 1,435,808.35 

加：营业外收入  5,430,426.54 

减：营业外支出  316.00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749,263.63 6,865,918.89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749,263.63 6,865,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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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3,749,263.63 6,865,9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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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3,749,263.63 6,865,918.89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0.0056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0.0056 

 

公司负责人：何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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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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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第一季度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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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484,048.04  247,956,105.38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86,562.36  4,755,313.2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89,870,610.40  252,711,418.6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00,717,460.45  285,889,298.80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978,866.33  5,180,952.6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1,532.50  8,895,608.0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789,767.27  703,187.2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7,587,626.55  300,669,04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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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717,016.15  -47,957,628.1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4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4,077.31  59,4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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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4,077.31  40,059,448.3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78,895.00  6,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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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0.00  40,000,0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0,078,895.00  40,006,9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817.69  52,5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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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7,537.2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477,5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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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7,5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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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71,833.84  -42,427,542.53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0,809,574.68  112,531,738.51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3,037,740.84  70,104,195.98 

 

公司负责人：何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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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起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3 2021年起首次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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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