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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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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不适用。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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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铝股份 股票代码 0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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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罡 王冀奭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七甸街道云南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871-67455268 0871-67455923 

电子信箱 raog@ylgf.com wangjs@ylgf.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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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845,303,995.77 10,484,712,042.80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0,709,871.71 48,264,361.22 23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93,523,699.78 37,227,994.24 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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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4,021,218.05 1,721,145,520.54 -4.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2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2% 0.49% 1.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028,603,088.76 37,521,372,777.03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42,018,758.94 8,264,475,801.4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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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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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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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2.57% 1,109,818,170 177,056,788 质押 176,592,214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云南国际信托

－财通 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2% 23,855,045 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8,835,430 0  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策略投资产

品 
其他 0.67% 17,580,753 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64% 16,702,884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1% 15,986,671 0  0 

周传明 境内自然人 0.47% 12,197,661 0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0.39% 10,296,200 0  0 

李葛卫 境内自然人 0.35% 9,100,000 0  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四

二二组合 
其他 0.31% 8,209,1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云南冶金为本公司最大持股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

1,109,818,170 股；2.前 10 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冶金与

其它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3.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中，是否为同一

基金管理公司控制并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不清楚；其它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清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703,649,002 股

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06,169,168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云南冶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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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09,818,170 股。周传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 1,600,600 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597,061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

转移。李葛卫全部通过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 9,100,000 股，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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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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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受国家实施稳定宏观经济预期、减税降费等稳经济系列政策的影响，国内国际铝市场

价格逐步企稳，公司紧紧围绕“快融入、严对标、破难题、稳经营、增效益”的工作主题和年度生产经营目

标，精准实施“三降三增”专项活动，持续抓好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各项工作，并积极争取国家和云南省支

持加快水电铝材产业发展、铁路运输扶持、生产经营扶持等政策扶持措施，公司在报告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45亿元，同比增长3.44%；实现利润总额2.24亿元，同比增长396.52%；

实现净利润1.81亿元，同比增长239.9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1亿元，同比增长232.98%。主要情况如

下： 

①生产组织持续优化。公司科学组织生产，优化产品结构，主要产品产量大幅增长，技术经济指标不

断优化。报告期内，公司生产氧化铝73.26万吨，同比增长19.71%；生产原铝86.59万吨，同比增长12.85%；

生产铝合金及铝加工产品35.37万吨，同比增长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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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经营降本创效持续发力。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坚持经济性最优原则，通过提高氧化铝自产量以及科

学调整采购策略，努力降低公司氧化铝等大宗原辅料成本；同时加大省内及周边市场开拓力度，进一步提

升了产品盈利能力，降低了产品销售费用，并通过实施“公铁水”多式联运，公路运输分段制招标等措施，

降低了公司系统物流成本。 

③新项目投产安全顺利。报告期内，公司完善项目管理体制，大力优化项目投资，加快推进了昭通水

电铝、鹤庆水电铝、云铝源鑫二期炭素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昭通水电铝一期项目、鹤庆水电铝一期项目

顺利投产，培育了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云铝源鑫二期炭素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增强了

公司发展后劲。 

④公司再融资取得积极进展。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推进股票市场不超过26亿元再融资工作，已于2019

年5月13日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文件后启动发行工作。 

⑤公司改革创新逐步深化。报告期内，公司对云铝浩鑫实施市场化改革，成立了三个事业部，改革已

初见成效；并对母公司圆铝杆、铝焊材业务实施市场化运作成立线材事业部，实施营销体制改革以及筹建

投资项目联合指挥部等改革举措，不断增强改革创新对生产经营的促进作用。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845,303,995.77 10,484,712,042.80 3.44% 
主要变动原因是报告期内铝商品销量

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9,557,143,304.63 9,355,670,303.82 2.15% 
主要变动原因是报告期内铝商品销量

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247,806,683.17 222,909,860.80 11.17%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铝商品销量

增加使运输费用等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371,631,322.74 414,240,801.77 -10.29%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大修理费减

少所致。 

财务费用 456,173,434.98 374,460,186.27 21.82%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生产规模扩

大，借款费用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2,748,766.34 -8,193,676.38 621.73% 
主要变动原因是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3,973,464.11 10,825,650.07 -63.30%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期研发支出有所减

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44,021,218.05 1,721,145,520.54 -4.48%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期产品价格下跌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31,507,265.54 -2,037,915,138.74 49.38% 

主要变动原因是鲁甸 6.5级地震灾后恢

复重建水电铝项目、鹤庆溢鑫水电铝项

目一期已按计划建成投产，同比上期投

资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20,079,024.64 206,304,146.68 -594.45%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

净偿还借款额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407,149,838.41 -105,317,141.33 -286.59% 

主要变动原因是本报告期净偿还借款

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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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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新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

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该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

施行。 

③债务重组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企业对

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

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该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

无影响，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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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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