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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廖孝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梁惠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董事万谷生，因个人原因缺席 

1.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康澄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871-65841507 

传真 0871-65841507 

电子邮箱 1003811167@qq.com 

公司网址 www.ynjryl.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世博路 12 号世博生态城低碳中心 A

栋 501 号，邮政编码 650051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档案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75,378,270.63 257,915,970.10 6.7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98,711.97 90,907,235.83 1.5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18 1.17 1.5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6.28% 64.75% - 

资产负债率%（合并） 66.10% 64.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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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74,549,429.30 142,230,675.83 22.7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27,796.89 1,169,655.65 81.9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949,782.00 1,099,771.87 77.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33,057.15 -8,557,929.69 2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31% 1.2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12% 1.2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2,658,979 80.43% - 62,658,979 80.43%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2,319,616 41% - 32,319,616 41% 

      董事、监事、高管 5,080,600 6.52% - 5,080,600 6.52%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5,241,800 19.57% - 15,241,800 19.5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董事、监事、高管 15,241,800 19.57% - 15,241,800 19.57% 

      核心员工 - - -     

     总股本 77,900,779 - 0 77,900,779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6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昆明扶贫

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 

32,319,616   32,319,616 41.49%   32,319,616 

2 廖孝伟 10,822,400   10,822,400 13.89% 8,116,800 2,705,600 

3 吴绍林 9,500,950 -1,000 9,499,950 12.19%   9,499,950 

4 万谷生 9,500,000   9,500,000 12.20% 7,125,000 2,375,000 

5 昆明盛世 7,581,163   7,581,163 9.73%   7,58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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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实业

有限公司 

6 赵悦帆 2,850,000   2,850,000 3.66%   2,850,000 

7 吴培肇 2,627,700 -3,500 2,624,200 3.37%   2,624,200 

8 张俊宏 2,603,000 -27,600 2,575,400 3.31%   2,575,400 

9 李阳丹青 95,950   95,950 0.12%   95,950 

10 陆峰 0 1,000 1,000 0.0013%   1,000 

合计 77,900,779 -31,100 77,869,679 99.96% 15,241,800 62,627,879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第五大股东昆明盛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均为昆

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制的公司。 除此以外，公司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  控股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2,319,616 股，持股比例 41.49%，系公

司控股股东。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是由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全额出资成立的非自然人出资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扶贫资金筹集以及引导和集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贫困地区等业务。公司

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 11 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胡博 

注册资本为：260,369.8313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MA6K3KW19C 

经营范围：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移民搬迁安置建设项目的投资、管理及经营；受政府委

托经营相关国有资产、土地一、二级开发，代理投资，地下管网改造建设；教育、医疗投资；农业项目

投资及对所投资的项目进行管理；农业产业化投资；水利投资；桶装、瓶装山泉水；啤酒、饮料生产销

售；货物运输（水配送）；商品包装；旅游观光；国内贸易、物资供销；农业产业管理；农业技术的研

究、开发、推广、应用及技术咨询；园林景观绿化工程；花卉、中药材、果树、瓜果蔬菜、农作物的种

植及销售；家禽养殖及销售；食用农产品的销售；酒类销售；供应链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二)  实际控制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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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昆明市国资委《关于向昆明盛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注入资产及优化股权结构有关事宜的批复》

（昆国资复【2013】 435 号），昆明市国资委授权农投公司对市国资委持有的盛世桃源公司股权进行

管理，盛世桃源公司涉及需由市政府和国资监管部门审批（备案）事项，由农投公司审核后报市国资委。

因此，盛世桃源公司系农投公司根据上述文件实施代管的公司，对盛世桃源公司实施实际控制。昆明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农投公司 100%的股权，为农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也是盛

世桃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故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报告期内，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 

股东结构图：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详见本报告“第三节、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之十、会计数据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云南景然环境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扶贫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41.49% 

昆明盛世桃源实业有限公司 

9.73% 

廖孝伟 

13.89% 

吴绍林 

12.19% 

万谷生 

12.20% 

赵悦帆 

3.66% 

吴培肇 

3.37% 

张俊宏 

3.31% 

个人股东 

0.16% 

昆明市国资委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昆明农业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 昆明农业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 昆明农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100% 

100% 

39.14% 40.7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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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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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原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

入的设计合同，因不满足在一段时间

确认收入的条件，改为按控制权转移

时点确认收入 

 

合同负债 736,320.75 736,320.75 

未分配利润 -736,320.75 -736,320.75 

（2）将与工程项目相关、满足无条件

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的部分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 

 

存货 -62,353,943.35 -62,353,943.35 

合同资产 62,353,943.35 62,353,9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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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减少））：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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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部分原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

入的设计合同，因不满足在一段时间确

认收入的条件，改为按控制权转移时点

确认收入 

 营业收入 -334,079.24 -334,079.24 

 未分配利润 -736,320.75 -736,320.75 

 
合同负债 1,070,399.99 1,070,399.99 

（2）将与工程项目相关、满足无条件

收款权的已完工未结算的部分重分类

至合同资产 

 存货 -68,127,309.75 -68,127,309.75 

 
合同资产 68,127,309.75 68,127,309.75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我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广南县米汤冲等 19 件

小型水利工程建设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设立项目公司>的》议案，于 3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

设立 PPP 项目运营公司的公告》，云南云景水务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属于景然环境本年度新增控股子公



公告编号：2021-013 

司，并适用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报告期内未取得营业收入。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