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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6                           证券简称：农尚环境                           公告编号：2020-014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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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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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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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93288133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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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 027-84454919 027-84454919 

电话 027-84899141 027-8489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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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1 公司主要业务 

    园林绿化业务根据投资主体的不同，主要分为市政公共园林和地产景观园林细分领域。其中，市政公共园林主要是由政

府投资建设的城市公园、公共休闲场所及生态湿地等工程项目，地产景观园林主要是由房地产开发商投资建设的居民住宅小

区、别墅、酒店、度假村等附属园林绿化工程。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从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及苗木培育业务，其中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为公司收入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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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主要来源，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和园林养护主要服务于公司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2 公司所属行业特点 

    （1）行业所属分类 

    公司所处的行业为园林绿化行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2]31号）中的分类

标准，公司园林绿化工程属于“E 建筑业”中“E48 土木工程建筑业”。 

    （2）行业发展现状 

    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再一次明确指出“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

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抓

好源头防控。”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要求。今年以来，蓝天保卫战、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水源地保护攻坚战等持续发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态环境

治理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决不能有丝毫懈怠。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坚持方向不变、力度不减，突出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要重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完善相关治理机制，抓好源头防

控，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形式主义，不搞“一刀切”，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

转。 

    随着国家及各级政府部门对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日益重视，市政园林绿化行业将继续持续、快速发展。受益于城市化

推进过程中城市绿化配套设施需求的增加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城市环境改善需求的日益增强，园林绿化建设投资将持续

加大。2016年12月6日，住建部、环保部联合印发《全国城市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5-2020年》，根据规划到2020年城市建

成区绿地率达到38.9%，较目前实际情况看还有提升空间。另外，随着PPP模式的推广以及更多市政园林PPP项目的落地，预

计园林绿化投资在未来几年还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 

    （3）公司行业地位  

     自2016年9月上市后，公司在经营规模、品牌形象、资金实力、业务水平、客户资源等方面存在一定优势，基本建立起

全国性业务发展的经营构架，并在保持华中区域优势地位的同时，在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域也奠定了较好的业务基础，为

公司进入新区域、拓展新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未来，公司将按照既定战略，不断提升公司在行业内的发展能力和前景，随

着公司进一步利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平台，公司的业务规模、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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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462,814,178.58 460,269,487.16 0.55% 424,654,98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526,621.48 52,246,763.91 0.54% 51,890,35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987,462.88 52,140,803.31 -0.29% 51,217,033.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427,236.65 141,992,460.23 34.82% -129,826,757.1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0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00% 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1% 9.57% -0.66% 10.21%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 年末 

资产总额 1,404,934,264.58 1,215,755,627.02 15.56% 983,905,63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2,295,080.20 570,326,831.23 7.36% 529,811,5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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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65,044.09 143,513,197.46 124,763,470.74 103,972,46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61,697.21 22,878,989.37 16,790,369.91 7,995,56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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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61,697.21 22,978,138.31 16,851,987.83 7,295,639.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65,331.81 -51,990,466.96 111,868,497.15 151,714,5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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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1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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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亮 境内自然人 32.22% 94,500,000 70,875,000 质押 11,025,000 

赵晓敏 境内自然人 14.84% 43,514,100    

吴世雄 境内自然人 14.61% 42,840,000    

成都招商局银

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0% 2,358,409    

珠海招商银科

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8% 1,689,100    

白刚 境内自然人 0.53% 1,568,700 1,17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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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300 949,725   

柯春红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94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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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刚、柯春红、郑

菁华为公司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肖魁为公司离任董事；其他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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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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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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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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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概述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

较好实现。同时也要看到，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放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经济下

行压力依然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稳固传统园林类业务板块，逐渐增大规模效应，努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发展能力，从而带

动公司业务实现稳定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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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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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公司管理层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情

况的基础上，坚持稳健经营宗旨，积极推进公司既定发展战略，保持公司业务积极推进并力求新的突破，公司传统业务稳定

增长，生态、景观方面的市政业务的开拓工作有序开展，对于大型市政项目严格把握风险和规模，调整单体业务规模和速度，

有选择的进行条件筛选，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回款速度较快的业务，避免了资金及其他风险的产生，并提升自身风险识别及

把控能力，促进业务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一直从事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养护及苗木培育业务，其中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为公司收入和利

润的主要来源，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和园林养护主要服务于公司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适时根据大环境调整经营策略，对业务结构进行进一步优化，注重新业务方向的基础打造，积极采取措

施，应对采购成本上升和管理费用增加，减少冗员、提高工作效率，推进员工薪酬市场化，实现了业绩的稳定增长。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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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814,178.58元，比去年同期460,269,487.16

元增长0.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2,526,621.48元，比去年同期52,246,763.91元增长0.54%。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404,934,264.58元，比年初1,215,755,627.02元增长15.5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资产为612,295,080.20元，比年初570,326,831.23元增长7.36%；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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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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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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产景观园林 85,757,307.44 72,282,849.29 15.71% -8.14% -3.32% -4.21% 

市政公共园林 377,056,871.14 277,514,734.13 26.40% 2.76% 8.83%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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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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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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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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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农尚城市更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安馨农尚城市更新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因子公司注销，合并范围内减少子公司新疆源晟泽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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