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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15       证券简称：美利云          公告编号：2021-009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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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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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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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利云 股票代码 0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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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晓 史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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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 

传真 0955-7679216 0955-7679216 

电话 0955-7679166 0955-7679334 

电子信箱 5557@chinapaper.com 000815zqb@meilicloud.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造纸业务 

    1、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文化用纸及彩色纸的生产与销售。文化用纸主要包

括胶版纸、静电复印纸等，主要用于书刊、中小学教材、办公用纸等。彩色纸

主要包括彩色文化纸和彩色包装纸，具体种类有彩色胶版纸、彩色复印纸、彩

卡和珠光原纸等，主要用于办公、印刷、手工工艺和高档包装。 

  2、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采用市场化运作，以厂家直供为主。 

  生产模式：生产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 

  销售模式：主要采用直销和经销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的客户包括经销商、

出版集团、杂志社、大型印刷厂等。 

  3、行业情况及公司区域市场地位 

  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环保政策的监管趋严，

加速了行业洗牌，造纸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为企业带来了商机和发展机遇。 

公司地处西北，文化纸在西北市场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彩色纸主要以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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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华北、华中为主，西北、西南为辅。公司彩色纸的研发、生产、销售在

行业内优势较为明显。 

  （二）数据中心业务 

  公司数据中心业务主要为机柜出租、网络接入及机柜运行维护等服务。根

据客户规模和需求的不同，将业务分为数据中心定制、分模块定制、批量机柜

服务。以数据中心定制、分模块定制服务为主，批量机柜服务为辅。 

定制型数据中心服务系面向大型互联网公司、政企客户和电信运营商提供

的定制化机柜出租服务。具体而言，此类客户会提出详细的数据中心规划、架

构、设计和运营服务等级等具体要求，公司按照其要求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完

成后客户将其服务器及网络设备集成于数据中心内，按照客户的运营服务质量

要求，公司对数据中心设施进行 365×24小时不间断的运行和维护管理，确保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处于有效、安全的工作状态，保障客户服务器及相关设备安

全稳定的持续运行，并按照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收取相应服务费用 

批量机柜服务是面向中小型互联网公司、一般企业等客户（均为最终用户）

提供的相对标准化的机柜出租服务及网络带宽服务。 

  (三)光伏业务  

  公司 50MWp光伏发电项目主要为太阳能发电和太阳能产品的销售，目前已

并网发电，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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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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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1,162,004,765.38 1,043,777,148.98 11.33% 1,048,676,83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8,532,181.16 50,936,171.01 -4.72% 44,244,31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51,784.01 35,855,573.93 -41.01% 15,714,85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4,734,936.31  90,540,118.80 -292.99% 118,934,44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0.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7 0.00% 0.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2.47% -0.17% 2.20%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8年末 

总资产 3,154,036,685.19 3,288,998,667.74 -4.10% 3,100,540,25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133,310,971.12 2,085,905,366.65 2.27% 2,034,969,1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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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34,972.90 291,168,136.19 258,909,345.84 402,692,31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143,303.51 -713,603.82 9,310,765.59 29,791,7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69,252.26 -13,433,445.51 3,314,833.80 24,001,14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441,641.69 -36,454,437.84 -59,674,131.39 -38,164,7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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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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8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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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兴诚旺实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20.86% 145,000,000 0 

质押 72,500,000 

冻结 145,000,000 

中冶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

人 
11.38% 79,131,048 0 

质押 39,565,524 

冻结 79,131,048 

赛伯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9.79% 68,093,385 0 

质押 68,088,500 

冻结 68,093,385 

吉林省卓创众银

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3.79% 26,323,281 0 冻结 3,419,941 

北京云诺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76% 19,178,430 0   

#高雅萍 
境内自

然人 
1.65% 11,472,863 0   

南京创毅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8% 9,587,467 0 质押 9,587,467 

蒋仕波 境内自 1.03% 7,157,5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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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人 

#季爱琴 
境内自

然人 
1.02% 7,057,678 0   

中国新元资产管

理公司 

国有法

人 
0.93% 6,5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

新元资产管理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赛伯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云诺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吉林省卓创众银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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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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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0% 

                                      

   100%                                        100%                     100%    

                                    27.03% 

                                                  

             20.86%                           11.38%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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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冶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新元资产管理公司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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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采取强有力措施，上下同心，共克时艰，

积极做好疫情防控，连续生产、稳定销售，积极践行“向文明、德载业、竞天

择、新致远”的企业文化理念，“危”中觅“机”，稳生产、谋增长、促转型，

有效保障了公司的正常经营。 

  （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造纸业务 

  报告期内，生产各类纸产品 17.83万吨，销售各类纸产品 17.80万吨，产

销率为 100%，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2、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 IDC延展业务，进行上下游资源优化组合，扩展

营业模式，营业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同时，数据中心项目二期四栋机房土建

工作已完成，正在进行客户开发。 

  3、光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 50MWp光伏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1、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落实责任抓党建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加强党建工作，贯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向

“懂企业的政治家，懂政治的企业家”迈进。一是学习党内知识，提高党性修养。



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8 

二是加强廉洁自律，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开展“落实从严治党责任 强化政

治担当意识”专题活动和作风建设整顿活动，对标对表，自省自查，时刻保持

清正廉明。  

 2、多方出击，全力推进云业务 

为深入落实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转型升级，增强盈利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公司不断创新云计算经营思路，在云业务方面，深挖老客户，拓展新客户，同

时调整业务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3、创新思路，调整纸产品结构 

一是盘活小机台，发挥优势，增加彩色纸市场份额，化解疫情带来市场风

险。二是推进生产创效项目，持续挖潜增效。三是优化染料品种和库存结构，

轻装上阵，盘活资金。四是调结构、调节奏、调策略、调库存，有效降低物资

采购成本。 

4、加强内控管理，做好风险管控 

一是加强内控体系建设。2020年，公司对管理制度、内控流程等进行梳理，

提高了公司运行效率；二是加强风险管理建设。建立和完善风险管理规章制度

及流程，成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完善了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搭建了

风险管控框架。三是完善体系监督、做好任前监督、突出协同监督、加强自我

监督，切实打造一支风清气正的管理队伍。 

5、落实安全环保职责，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稳定 

一是安全工作方面：开展安全责任清单、隐患排查清单、岗位安全检查清

单的修订完善工作，并监督使用情况；落实每月安全生产评比活动；坚持班组

轮值安全员制度；严格落实班前会“三讲话一落实”制度。二是环保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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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环保监督和管理力度，随时抽查生产废弃物各项环保指标达标情况，加强

考核，以全面、高标准的要求推进全年安全环保工作，确保环保工作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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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纸 399,208,729.30 47,246,105.65 11.83% 14.41% 12.56% -0.20% 

文化纸 467,745,436.43 11,602,745.94 2.48% -17.28% -74.07% -5.43% 

互联网数据中

心（IDC）业务

收入 

237,014,325.61 43,642,630.83 18.41% 199.57% 83.41% -11.66% 

光伏收入 25,637,257.25 14,753,278.65 57.55% -6.80% -12.97% -4.08% 

合计 1,129,605,748.59 117,244,761.07 10.38% 10.58% -7.9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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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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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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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17年修订）（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 

  财政部于 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

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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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

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

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

目 

对2020年1月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将与销售商品相关的预收款项重分类

至合同负债、其他流动负债。 

第八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 

预收款项 
-13,359,230.94 

 

-13,311,730.94 

合同负债 
11,825,104.19 

11,780,292.87 

其他流动负债 
1,534,126.75 

 

1,531,438.07 

 

与原收入准则相比，执行新收入准则对 2020年度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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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减少））： 

 

受影响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对2020年12月31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预收款项 -8,402,763.16 -8,402,763.16 

合同负债 7,436,073.59 7,436,073.59 

其他流动负债 966,689.57 966,689.57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 

  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 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会

〔2019〕2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

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

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

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解释第 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

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

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

时引入“集中度测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

受影响的利润表项目 
对 2020年度发生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营业成本 19,540,692.69 19,540,692.69 

销售费用 -19,540,692.69 -19,540,6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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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解释第 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

执行解释第 13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 16日发布了《碳排放权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会[2019]22号），适用于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业务的重点排放单位中的相关企业（以下简称重点排放企业）。

该规定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重点排放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应用该规

定。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该

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4）执行《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 

  财政部于 2020年 6月 19日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

规定》（财会〔2020〕10号），自 2020年 6月 19日起施行，允许企业对 2020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进行调整。按照该规定，对于

满足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免、延期支付租金等租金减让，

企业可以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于属于该规定适用范围的租金减让全部选择采用简化方法进行会

计处理并对 2020年 1月 1日至该规定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据该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作为承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成本、管

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合计人民币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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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作为出租人采用简化方法处理相关租金减让冲减本期营业收入人民币

30,339.26元，不足冲减的部分计入投资收益人民币 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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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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