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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9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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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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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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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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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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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ngquanbu@pblandscape.com zhengquanbu@pblandscap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普邦股份历经二十多年的沉淀与发展，成为一家从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与

运营、苗木种养、绿化养护业务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作为全国园林行业龙头企业之一，公司坚持可持

续发展战略，不断探索业务转型，以园林产业为基础，充分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

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生态景观全产业链，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完成各种技术要求高的大型生态景观

建设综合项目。与此同时，依托深蓝环保逐步拓展生态环保业务，切入水环境治理、生物质固废处理、危

废处理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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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在肩负构建宜居环境责任的同时，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全面提升企业精细化管理水平，

聚焦提质增效，夯实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让更多员工成为合伙人，让更多拥有创新技术的团队加入成

为公司的合作伙伴，以领先的技术、专业的管理、优质的服务铸造品牌，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成长为相

关多元化、国内实力领先且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的人居环境提升综合服务商。 

（一）公司所处行业相关的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政策环境 

1、生态环保方面 

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保障“十四五”顺利起航的奠基之年。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

产业将迎来更多发展机遇，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大力度推动生态环保行业发展，稳步提升空气质量，严格保

护生态环境，降低碳排放，积极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把降碳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

绿色转型的总抓手，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此外，园林及环保行业作为绿色低碳环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之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使发展建立在高效

利用绿色环保资源，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的生态保护。各地政府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持续加强，

投资增速持续加大，改善人居环境等依然是提升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生态环保产业长期前景向好。 

2、地产景观方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紧扣“三个新”，切实做到“三个着力”，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指出要求全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方案，着力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发

展方式转变，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正确引导。城镇化的发展促成地产园林景观的发展，房地产行业

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地产园林景观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到调控政策及资金紧

缩影响，大多房地产开发商存在运营压力和资金周转压力，因此地产园林行业业务量具有明显增长瓶颈，

行业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毛利率呈下行趋势。 

（二）公司的市场地位及竞争优劣势 

1、公司的市场地位 

凭借20余年来厚积的优质客户资源优势、跨区域经营优势及高品质技术水平，公司已在行业内建立起

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人居生态园林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具有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等资质，深蓝环保拥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等级确认证书（水污染治理甲级、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甲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工业废水处

理二级、有机废物处理处置二级、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二级、工业固废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二级、生活污水

处理三级等资质，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随着公司客户结构、客户质量和企业设计施工能力的逐步优

化，公司在园林绿化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和品牌知名度，业务已覆盖业务范围覆盖粤港澳大湾区、长

三角、黄河流域、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国家级新区等重点区域。 

2、竞争优势 

详见“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之“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三）报告期内公司的行业资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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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主要资质情况如下： 

序号 资质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 

1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D244169667 2021.01.11-2021.12.31 

2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D351549358 2016.06.06-2021.06.06 

3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D251459476 2016.07.19-2021.12.31 

4 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A144021183 2017.09.07-2022.09.07 

5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

（工业废水处理二级） 
川运评2-2-058 2018.02.05-2023.12.20 

6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

（有机废物处理处置二级） 
川运评2-6-004 2018.02.05-2023.12.20 

7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二级） 
川运评2-7-013 2018.02.05-2023.12.20 

8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14001 00318E20228R5M 2018.08.10-2021.08.09 

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9001 00318J10044R3M 2018.08.10-2021.08.09 

1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00318S20185R3M 2018.08.10-2021.08.09 

11 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D351549358 2018.11.28-2021.06.06 

12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

（生活污水处理二级） 
川运评2-1-082 2019.05.31-2022.05.30 

13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服务能力评价证书

（工业固废废物无害化处理处置二级） 
川运评2-5-003 2019.05.31-2022.05.30 

14 高新认证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GR201951001008 2019.10.14-2022.10.13 

15 高新技术企业 GR201951001008 2019.10.14-2022.10.14 

16 安全生产许可证 （川）JZ安许证字[2008]000111 2019.11.05-2022.11.05 

17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单位资质丙级 LDG 丙 2019-032 2019.12.02-2022.12.02 

18 造林绿化施工单位资质丙级 ZLS 丙 2019-047 2019.12.03-2022.12.03 

19 

四川省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等级确认证

书（水污染治理甲级、固体废物处理处

置甲级、环保设备制造甲级） 

川环证第134号 2020.03.16-2023.03.15 

20 安全生产许可证 （粤）JZ安许证字（2020）012156延 2020.06.09-2023.06.09 

21 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丙级 SFS 丙 2020-253 2020.09.11-2023.09.11 

22 信用等级证书AAA DZ2020-001589 2020.09.20-2021.09.19 

23 信用等级证书A+ XD2020-0113 2020.10.09-2021.10.08 

24 广州环卫行业经营服务B级 穗环行等级字1429号 2020.11.18-2021.11.24 

25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D244169667 2021.01.11-2021.12.31 

（四）工程项目的主要业务模式、模式的特有风险 

1、主要业务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生态景观业务主要拓展地产园林和市政园林EPC业务及总承包业务，并利用公司设计、

工程及管养的综合优势，不断丰富业务模式。 

生态景观业务板块相关业务的经营模式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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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的生态景观市场，公司已通过前期的业务积累建立了广泛的业务渠道来收集生态环境相关的

项目与信息，公司通过公共信息平台、当地资源、客户关系等获取相关项目信息，通过专业的业务人员对

项目进行跟踪，并对项目的各项材料进行收集与评判，在与业主方沟通过程中，不断评判项目可行性，经

过内部项目风险小组表决，做出参与市场竞标的决策。 

在投标过程中，公司根据项目招标的相关规定，组织专门的投标人员编制投标报价文件、设计方案、

工程施工方案等，并与业主方进行沟通，确认投标文件满足对方要求。 

项目中标后，针对项目合同与业主方沟通后期合作相关细节等事宜，合同签订后，根据项目情况组建

项目核心成员小组开展后续工作。 

2、成本控制模式 

总体原则：实行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控制。 

对于EPC项目，公司从项目启动就立即做好设计、采购和工程的配合，通过设计团队和采购团队广泛

的市场调研，设计团队将市场最优质的资源融入设计，保证项目效果和成本控制，同时EPC项目可以做到

边设计边施工，有效缩短项目周期，提高项目资金周转率。 

对于总承包项目，实行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成本控制。开工前根据施工蓝图与工程量清单，制定施

工方案，进行成本预测，确认计划成本。施工过程中人工、材料、机械的选择与使用，严格按照计划成本

实施，进行资源筛选、性价比分析。合理安排各专业施工工序，避免交叉施工产生成本浪费。项目完工后，

及时协调业主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加快推进项目进入养护期，以有效控制养护成本。同时加速推进结算工

作，加快剩余资金回笼，保证项目现金流，减少资金成本。 

3、采购模式 

采取集团总控与分级授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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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层面，结合信息化方式，以招标采购与直接选定优质供应商为主。通过公司自主搭建的线上招采

平台，以成控部门、采购部门为主体，完成采购工作，选择优质供应商，以保证项目效果质量、并降低采

购成本。公司法务部门全面负责相关采购合同的签订，把控采购过程的法务风险。同时，通过供应商筛选、

评比，建立优质供应商信息库，对于重点项目、工期紧张项目，直接从库中选定供应商，保证项目进度控

制与成本控制。 

分级授权，是指对于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的零星材料，包括水泥沙石、设备配件及其他工程辅材，

根据项目现场实际需要，经公司审批授权，采取就近寻找资源、就近购买的方式。并在集团层面进行统一

备案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的业务模式无重大变化。 

公司现有业务模式下，除本年度报告“第一节重要提示、目录和释义”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目前

仍有在建PPP项目，PPP项目存在以下风险: 

1. PPP项目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趋于完善，国家层面的法律依据正不断完善，各个地方的政策法规中

也存在互不统一的情况，这会导致项目在合法合规性、市场供给、服务收费以及合同协议等方面产生风险，

从而增大项目的正常建设和运营风险。 

2.由于PPP项目周期较长，项目运营模式复杂，建成后在项目运营模式上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这些不确定因素很可能使得项目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与预期效果较大的偏差，从而导致项目成果达不到预期

的要求。 

3.由于PPP项目多用在市政公用工程等大型项目上，资金的需求量较大，从项目建设开始到项目建设

完成、运营、移交整个阶段，耗时较长，成本较高，风险难以控制，对项目公司的控股方、中标承接的社

会资本方的建设运营能力，尤其是融资能力有较高要求，因此融资风险是PPP项目所面临的一大风险。 

（五）报告期内的融资情况 

 2020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平

安银行、交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招商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0万元，期限一年；同意公司向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期限一年；

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期限一年；同意

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期限一年。 

 2020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广

州淘金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并在所申请授信额度项下进行用信，期限一年。 

报告期内银行授信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共使用银行授信额度：59,501.82万元。 

 

（六）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及整体评价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命的宗旨，有保证的产品质量是对客户权益的最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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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多年来一直受到业内及客户的认可与赞誉。高标准、精细化、高效质检是公司确保质量的重要手

段。公司通过引入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积极研发和应用新技术，不断提高和规范质量标准，并对项目

实施全生命周期的精细化管理。公司工程管理中心下设监察部对工程项目质量进行过程管控。监察部管控

范畴包括项目自开工至移交，通过现场巡检及视频抽检方式进行项目质量检查。监察部每月定期飞行检查，

监督各工程施工的生产质量和生产安全，同时落实工地文明施工的执行，并进行专业技术的指导；每月进

行视频抽检，掌握项目施工现场概况，及时发现问题。在以上过程中若发现质量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等

问题，将及时签发整改通知单，并持续跟进落实整改事宜，且每年组织开展年度优秀工程项目评选。公司

积极开展各项技术培训服务，分享和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总结、梳理质量问题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控制要点，进行质量专题培训，有效降低和控制项目安全隐患，有效保障公司工程项目质量。同时，公司

研发中心负责企业信用风险监督和管理工作，也将对项目质量管理风险进行监督管理，以树立企业在社会

上的诚信声誉和形象。 

此外，公司设立了400客户服务专线，并通过不同途径向客户及合作单位积极宣传该热线，对于所有

受理的客户咨询、诉求，客服部都第一时间协助处理，为客户、合作单位提供便捷、顺畅的沟通渠道，树

立公司良好企业形象。 

报告期内无重大项目质量问题。 

（七）报告期内安全生产制度的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制度的运行情况良好，公司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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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 年 

营业收入 2,541,479,437.87 3,090,611,048.04 -17.77% 3,805,568,98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6,026,396.95 -1,045,864,847.90 79.34% 42,772,165.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1,572,973.39 -1,068,219,945.75 74.58% -7,292,61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069,024.43 407,161,310.82 -111.31% 139,962,596.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58 79.31% 0.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58 79.31%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6% -22.79% 17.33% 0.84%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8 年末 

资产总额 7,115,143,509.22 7,552,631,755.60 -5.79% 8,985,287,96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51,988,149.37 4,066,248,484.04 -5.27% 5,118,472,3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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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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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080,030.58 628,992,449.58 705,879,869.73 910,527,08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52,173.68 13,226,018.14 11,541,260.88 -205,741,50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54,812.31 9,351,716.01 11,515,131.79 -255,685,00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888,233.91 112,900,686.54 -63,495,894.56 239,414,4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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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71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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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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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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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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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定文 境内自然人 1.17% 20,950,934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9,668,500 0   

涂文哲 境内自然人 0.72% 12,880,319 0   

华泰证券资管

－招商银行－

华泰聚力 8 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54% 9,779,190 0   

上海宜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8,440,528 0 质押 8,440,528 

曾伟雄 境内自然人 0.43% 7,781,107 6,13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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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伟雄为普邦股份董事兼总裁，涂

文哲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子女，华泰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华泰聚力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为涂善忠个人的资管计划，除涂善忠与涂文哲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外，上述 5 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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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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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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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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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中国经济处于“外部掣肘、内需疲弱、险象环生”的大环境中，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巨大冲击

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虽然国内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全球疫情扩散形势严峻，各类市场主

体仍面临挑战，这给未来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公司在管理层的带领下，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紧紧围绕既定战略目标，坚持稳健经营。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坚持加强资金管理的经营策略，通过强化项目结算回款工作、提升工程管控能力、积极催收工程款项、降

低成本、控制支付、调整施工节奏等措施来稳定经营性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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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园林景观板块毛利率7.66%，较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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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增长1.48%。 

生态环保方面： 

城市绿地生态系统是建设城市生态环境和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因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支

持后疫情时代能源低碳转型，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加快新能源、绿色环保等生态保护和修复

的产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受宏观经济大环境、金

融去杠杆政策、融资环境收紧、PPP清库存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紧使其支付能力和支付意

愿放缓，环保行业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应收账款增速大幅高于营收增速，回款压力继续加大。

鉴于这种情况，报告期内，深蓝环保在经营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逐步降低应收款为

目标，重点选择投资回报高、支付条件好的项目。但行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业务的调整导致深蓝环保经

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受新冠肺炎疫情而遭严重冲击的国内环境，在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管

理层通过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自身情况，与时俱进调整发展方针，收缩风险较大的业

务，秉承“稳健和可持续经营”的投资发展模式，以“大平台建设战略”为核心，以创新和人才为两大驱动，

以考核激励、系统管理和服务支撑三大体系为支柱。同时，公司扎根广东并深耕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国

市场重点开拓经济实力强、发展程度高的区域，有策略地选择战略城市布局，提升公司的市场话语权。在

围绕主营业务方向，根据公司年初制定的各业务板块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目标，聚焦管理上的提质增效，

以期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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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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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景观 1,782,389,755.38 11,323,032.04 11.96% 2.03% 108.35% 9.70% 

市政景观 570,898,571.25 -23,908,743.76 -3.06% -12.78% -152.69%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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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转让了博睿赛思100%股权，自2021年起公司业务将不再包含互联网数据服务类业务。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10 

6、面临退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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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

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

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2017 年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知》（财会

[2017]22 号）的会计政策执行。其他未变更的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

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并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

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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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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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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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公司3家，分别为珠海普邦园林建设有限公司、石棉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及佛山樵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处置子公司3家，分别为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广东城

建达设计院有限公司及淮安市白马湖森林公园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增加及减少子公司情况详见年度报告

“第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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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四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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