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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7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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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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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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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昕霞 王子靓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 13号财富世纪广场 A1幢 34楼 

电话 020-87526515 020-87526515 

电子信箱 liuxinxia@pblandscape.com wangzijing@pblandsca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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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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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31,024,308.31 1,654,509,853.38 -1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9,340,045.61 99,216,701.82 -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860,143.23 91,900,263.73 -1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8,133,997.79 -207,026,119.95 62.2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55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55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 1.93%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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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5,320,481.91 8,985,287,962.33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201,551,984.05 5,118,472,319.62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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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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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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善忠 境内自然人 22.87% 410,630,418 307,972,813  0 

黄庆和 境内自然人 11.77% 211,444,914 158,583,685  0 

王西 境内自然人 1.84% 33,000,000 0   

深圳市博益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 28,739,543 0 质押 28,730,000 

山东省国有

资产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 25,446,470 0  0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1% 25,369,500 0  0 

樟树市爱得

玩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 24,000,003 9,411,433 质押 23,999,999 

冯钊华 境内自然人 1.29% 23,245,215 7,190,875 质押 23,245,215 

李阔 境内自然人 1.24% 22,333,638 6,926,273 质押 22,333,638 

梁定文 境内自然人 1.17% 20,950,934 0 质押 20,67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涂善忠及黄庆和同为普邦股份董事，冯钊华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博睿赛思董事/总经理，为樟树市爱得玩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除上述三人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外，未知公司其他前 10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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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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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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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广州普邦园

林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 

17普邦债 112603 
2022年 12 月 13

日 
82,000 7.50%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5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

增减 

资产负债率 38.64% 41.61% -2.97%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35 3.21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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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公司在稳固传统园林类业务板块，逐渐增大规模效应的同时，收购盈利能力较

强、主要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能相互协同发展的环保及互联网企业，促进了各项业务资源的

协同发展，提升了公司的综合发展能力。 

园林景观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市政和地产园林绿化的需求具有持续性，

居民消费需求的升级刺激了园林绿化行业的发展，加之国家有利的城市规划政策和各地争相

建设“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也加速了我国园林绿化行业的发展，地产园林刚性需求仍

然明显。但另一方面，近年来房地产公司现金流管理逐渐收紧、国内资本市场融资难、地方

政府债务调控，以及传统园林行业内竞争日益激烈，公司经营发展面临较大压力。2019年以

来，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加快存量园林景观类业务的结算回款，同时筛选优质项目承接，

园林板块总体业务量虽有所收缩，但现金流得到了持续改善。报告期内，公司与深圳市前海

开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了前海桂湾公园项目绿化景观工程施工总承包Ⅰ标项目合同，合

同总价款为人民币 28,632.66万元。 

    生态环保方面，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将其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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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并将“美丽中国”纳入十三五规划

中。十九大更是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随着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国家“十三五”规划制定的生态文明建设和PPP政策的进一步推进，环

境治理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环保行业中水处理、固废处理、土壤修复等市政项目不断落地。

报告期内，深蓝环保开始调整业务规模和扩张速度，持续改善现金流情况，筛选承接优质项

目。 

     移动营销方面，根据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数据，2018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总收入3,694

亿元，同增24.2%,广告市场整体规模达7,991亿元，同增15.9%，增速创近5年最高。互联网广

告占广告市场整体的46%，线下广告份额继续向线上转移；但同时，受到宏观经济影响明显，

在面临广告主预算缩减，2019年前两季度互联网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市

场情况下，博睿赛思寻求业务结构调整，积极开展新型互动式广告营销业务，公司互联网营

销类业务营业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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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 

1、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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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根据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修订后准则要

求不一致的，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2、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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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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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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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注销了横琴普正信邦基础设施工程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增加及减少子公

司情况详见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伟雄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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