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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6                           证券简称：农尚环境                           公告编号：2019-057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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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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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尚环境 股票代码 3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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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成龙 贾春琦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路 18-8 号 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路 18-8 号 

电话 027-84899141 027-84899141 

电子信箱 nusunlandscape@163.com nusunlandscape@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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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078,241.55 222,981,322.53 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740,686.58 26,527,253.83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7,839,835.52 26,139,427.06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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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155,798.77 49,890,793.02 -24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9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8% 4.9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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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594,589.02 1,215,755,627.02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7,509,145.30 570,326,831.23 3.0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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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亮 境内自然人 32.22% 94,500,000 94,500,000 质押 11,025,000 

赵晓敏 境内自然人 14.84% 43,514,100 43,514,100   

吴世雄 境内自然人 14.61% 42,840,000 42,840,000   

成都招商局银科

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4% 3,640,609    

珠海招商银科股
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3,601,350    

白刚 境内自然人 0.53% 1,568,700 1,568,700 质押 699,996 

陈莲琴 境内自然人 0.44% 1,295,000    

肖魁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郑菁华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质押 462,000 

柯春红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质押 1,266,2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吴亮、吴世雄和赵晓敏三位境内自然人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世雄和赵晓敏为吴亮之父母，吴亮担任公司董事长；珠海

招商银科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成都招商局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普通股股东中，赵武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
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32,450 股，实际合

计持有 832,450 股；黎敬勤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86,050 股，实际合计持有 386,050 股；王和达除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264,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64,1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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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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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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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致力于市政园林业务与地产园林业务均衡发展，并在这两个业务板块均建立了良好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市政园林项

目贡献了较高的业务收入和毛利率，而地产园林项目带来了更快的回款速度和更高的品牌知名度，这种均衡发展的状况使得
公司不必依赖于单一类工程业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经营风险，保持了持续、快速地发展，为公司长远发展和降低经营风险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营业收入和盈利能力持续稳步增长。实现营业总收入234,078,241.55元，比去年同期
222,981,322.53元增长4.98%；实现营业利润31,006,320.93元，比去年同期30,478,791.42元增长1.7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7,740,686.58元，比去年同期26,527,253.83元增长4.57%。 

     公司顺应市场发展潮流，紧随市场发展方向，重点加强项目管理和执行力建设，着力团队建设，推行精细化管理理念，

注重人才培训和创建学习型组织，并以专业的服务，全程化的合作方式开拓市场，以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完成卓越的设

计施工产品，倾情建设绿色家园，生态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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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
终止确认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

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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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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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3月，因新设立子公司，合并范围新增子公司武汉农尚枇杷小镇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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