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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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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冰 副董事长 因事请假 无 

公司负责人林从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吴涓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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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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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009,288,588.97 15,676,849,918.15 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472,671,834.42 5,499,469,928.83 -0.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60,795,320.76 -4.08% 3,713,100,509.15 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2,322,428.52 -196.36% 14,924,877.48 -9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596,132.47 -200.41% 8,904,638.42 -9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97,596,291.08 212.11% 300,738,625.96 484.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85.71% 0.01 -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85.71% 0.01 -9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3.48% 0.27% -3.59%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486,985,450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621 0.0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295,884.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605,544.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8,5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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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9,956.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269.43  

合计 6,020,239.0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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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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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11.10% 165,058,655 123,793,991 质押 147,518,655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9% 101,000,000    

浙江一桐辉瑞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0% 62,500,000  质押 61,851,846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3.28% 48,756,498 36,567,373 质押 48,750,00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国通信托·棕

榈股份第一期员工

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2.30% 34,133,700    

项士宋 境内自然人 2.23% 33,149,171  质押 33,149,170 

赖国传 境内自然人 2.10% 31,250,043  质押 30,925,923 

吴汉昌 境内自然人 1.82% 27,043,865  质押 20,059,900 

张辉 境内自然人 1.82% 27,040,100  质押 7,500,000 

吴建昌 境内自然人 1.45% 21,600,065  质押 16,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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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0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00,000 

浙江一桐辉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500,000 

吴桂昌 41,264,664 人民币普通股 41,264,664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棕

榈股份第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4,133,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33,700 

项士宋 33,149,171 人民币普通股 33,149,171 

赖国传 31,250,043 人民币普通股 31,250,043 

吴汉昌 27,043,865 人民币普通股 27,043,865 

张辉 27,04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40,100 

吴建昌 21,600,065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65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赖国传、吴桂昌、林从孝、

吴建昌、吴汉昌为公司发行前股东。 

2、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赖国传、吴桂昌、张辉、

浙江一桐辉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参与了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股份锁定

期为 2015 年 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2 月 12 日。项士宋参与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股份锁定期为 2017 年 7 月 10 日至 2018 年 7 月 9 日。 

3、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三人为同胞兄弟，是一致行动人。 

4、因公司董事、总经理林从孝为浙江一桐辉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故公司与浙江一桐辉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5、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棕榈股份第一期员

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委托设立的信托计划。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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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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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40.78%，主要是报告期内票据到期收回所致。 

2、预付账款较年初上升276.7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增长，项目增多，预付供应商

款项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上升152.27%，主要是报告期内生态城镇项目子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

及应收财政往来款增加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上升480.24%，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上海浦耀信晔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发行基金所致, 该基金专项用于公司邕江PPP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 

5、开发支出较年初上升139.46%，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研发项目资本化支出增加所致。 

6、短期借款较年初上升45.5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调整负债结构，增加短期信用借款

所致。 

7、预收账款较年初上升41.42%，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增长，项目增多，预收客户款

项增加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80.9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所致。 

9、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59.10%，主要是报告期内偿还了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10、长期借款较年初上升267.16%，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负债结构调整，增加长期信用借

款所致。 

11、应付债券较年初上升64.7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发行债券所致。 

12、长期应付款较年初上升57352.8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资产增加所致。 

13、递延所得税负债较年初上升893.6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资产及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增加所致。 

14、递延收益较年初上升421.6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租赁资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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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上升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生态城镇项目公司资金拆借款

及向股东借款所致。 

16、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上升234.60 %，主要是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税费较上年同期下降42.92%，主要是去年同期子公司计提土地增值税较大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73.30%，主要是报告期内生态城镇项目广告宣传费用及工程

后期维护费增加所致。 

3、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30.25%，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升35.23%，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扩张导致融资利息及

费用增长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上升59.6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会计政策计提的坏账

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上升579.21%，主要是报告期内取得了生态城镇业务中产业配套项

目公司的转让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96.67%，主要是报告期内与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入在其

他收益列报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收益在资产处置收益列报所致。 

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53.4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捐赠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9、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91.7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受外部经营环境

影响，多数项目实施都有不同程度放缓所致。 

（三）现金流量变动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上升484.69%，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回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上升62.30%，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比上年同期下降93.27%，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到期债务较大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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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的付息兑付情况 

1、2017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7 棕榈生态 SCP002；债券代码：

011762081）发行金额4亿元，债券利率6.90%，已于2018 年 7 月 30 日完成付息兑付工作。 

2、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5 棕榈园林 MTN001，债券代码：101564037），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票面利率为 5.50%，已于2018 年 9 月 10 日按期完成了付息兑

付工作，实际兑付付息金额合计人民币 1,055,000,000.00 元。 

3、2018年9月19日，公司发布《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18

年付息公告》，公司已按期于2018 年 9 月 25 日支付自 2017 年 9 月 22 日至 2018 年 9 月 

21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债券代码：112449，债券简称：16棕榈02。 

（二）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 

2018年 6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2018 年 7 月 2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股票自 2018年 7月 2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8 年 8月 30日,公司股票复牌并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2018 年 10月 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的议案》，经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各方协商,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此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事项。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不会对公司长期的生产经营及盈利能力造成不利

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公司仍然持有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城镇发展有限公司、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公

司各 50%的股权，上述两公司运营的长沙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时光贵州项目作为公司未来

在全国各区域进行扩张和发展生态城镇模式的基础，仍能为公司生态城镇业务转型的实现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控股股东拟股权转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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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0 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昌及其一致行动人吴建昌、吴汉昌已与

浙江一桐辉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拟将持有

的公司股份合计 74,864,7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3%）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辉瑞投资。

《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鉴于证券市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双方经研究决定不再实施上述

股份转让，并于 2018年 10月 8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解除协议》。  

2018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与南京栖霞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转让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至 8%股份之股份转让

框架协议》，控股股东吴桂昌及一致行动人吴建昌、吴汉昌拟合计转让 5%-8%的公司股份给南

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份的具体转让价格将由双方进行充分协商，并参考拟转

让股份评估结果或估值结果确定。目前该事项正在推进中，若转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合同进展情况 

（1）2011年5月13日，公司与聊城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投资建设合同》，

合同工程款总价暂定为170,000.00万元。 

①2012年6月11日，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

公司是聊城市人民政府授权委托，代表聊城市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徒骇河景观工程分段投资

建设合同）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示范段实施协议》，合同金额15,000.00万元。目前

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2,493.50万元。 

②2013年7月16日，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

实施协议（第二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9,600.00万元；《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

议（第三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15,000.00万元，合计金额24,600.00万元。目前该项

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9,135.26万元。 

③公司与聊城市徒骇河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实施协议（第四

期）》，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22,800.00万元。目前该项目协议正在履行中，截至报告期末，

实现营业收入16,060.32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项目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7,689.08万元。 

（2）2012年12月6日，公司与从化市人民政府签署了《城乡园林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

略合作协议》，协议金额约80,00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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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从化市林业局签署的《从化市街口城区流溪大桥段生态景观林带建设设计施工总

承包合同》，合同款暂定为人民币1,399.80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357.76万

元。 

（3）2013年5月17日，公司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汉生态”）

和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共同签

署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商务区景观工程BT项目合作协议》。工程投资概算约

77,596.21万元，由本公司和铁汉生态共同作为本合同的主办人和总承包人，工程运作各占

50%，公司实际工程总额为38,798.10万元。2013年5月17日，公司与铁汉生态共同投资成立“潍

坊棕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实现投资收益10,074.17万元。 

（4）2013年6月9日，公司与鞍山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签署了“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

项目一期”《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合同书》，其中设计合同金额为799.30万元，施工合同金额

为42,437.66万元，合计合同金额为43,236.96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35,736.19

万元。 

（5）2013年7月26日，公司与五华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

配套设施建设BT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金额约人民币50,000万元。2013年10月，公司

与五华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署了《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工程建设-移交

（BT）合同》，合同金额为39,727.0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工程营业收入26,953.67

万元，设计收入572.17万元，投资收益4,759.05万元。 

（6）2014年8月16日，公司与鞍山市汤岗子新城大配套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了《建国大

道（鞍海路与建国大道交叉点至大屯老道）第一标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鞍山市鞍山路

（通海大道至汇园大道）四标段景观工程施工合同》，合计合同金额为17,865.72万元。截至

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5,505.77万元。 

（7）2015年2月9日，公司与郑州新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签署《郑东新区龙湖生态

绿化建设（一期）等项目施工一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17,526.35万元。截

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6,671.18万元。 

（8）2015年10月，公司与梅州嘉应新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梅州城区马鞍山公园工程项目

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马鞍山公园项目”）、《梅州城区半岛滨水公园工程

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滨水公园项目”），马鞍山公园项目招标投资总

额暂定价为人民币20,563.38万元，根据实际情况，首期合同实施约为人民币4,500万元；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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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公园项目招标投资总额暂定价为人民币14,304.96万元，根据实际情况，首期合同实施约为

人民币7,5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马鞍山公园项目实现营业收入3,567.80万元，滨水公园项

目实现营业收入7,265.24万元。 

（9）2015年4月30日，公司与漯河市人民政府签署《漯河市沙澧河开发二期工程PPP模式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项目总投资规模约40亿元。 

2016年11月，公司及联合体各方与漯河市沙澧河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了《漯河市沙

澧河二期综合整治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24,030.95万元。 

（10）2015年5月，本公司与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签署《保定市生态景观及基础设施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约20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暂未签署具体

合作合同。 

（11）2015年7月，本公司与湖南省吉首市人民政府签署《吉首市项目建设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约20亿元。 

①2015年12月，本公司与吉首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签署了《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项目设计和施工总承包合同（EPC）》，本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1,538.0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1，882.76万元。 

②2016年9月，公司与政府方股东吉首市园林绿化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吉首市创建

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二期工程PPP项目项目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共同成立项目

公司，并由项目公司与吉首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签署了《吉首市创建国家级和省级园林城市园

林绿化建设二期工程PPP项目特许经营合同》，项目总投资59,557.37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该项目累计投入79,886.16万元。 

（12）2015年10月，本公司与江油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作项目总

投资额暂定为人民币20亿元，项目采用PPP模式为主的运作模式。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暂未

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13）2015年12月4日，本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

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总投

资金额约为人民币14.22亿元。 

2016年1月，本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梅丰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梅州市梅

县区棕沅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PPP项目公司。截止报告期末，该PPP项目累计投入

42,488.7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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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6年2月27日，公司与芜湖县人民政府签署了《芜湖县旅游生态景观及基础设施

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规模15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的合

作合同。 

（15）2016年3月18日，公司与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淮安市淮安区盐晶堡文旅

开发PPP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规模为人民币16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

未签署具体的合作合同。 

（16）2016年4月29日，公司与梅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梅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生

态城镇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100亿元。2017年6月，公司与梅

州市平远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配套产业发展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书》，项目总投资额约80亿元人民币。 

①2016 年 12 月 29日，公司与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四川西南交大土木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梅州市市政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中标“五华县犁滩片区基础设施建设工程PPP项

目”，项目总投资额约37,000 万元。其后，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

计投入金额为3,952.16万元。 

②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收到“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勘察、

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为雁洋镇特色小镇项目联合体中标人，项目投资约 45.8989 亿

元。其后，签署了《关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融资、勘察、设计、施工一体化服

务项目的政府采购协议》，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2,263.03 万元。 

③2017年7月，公司取得梅州市梅江区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 EPC 项目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为该项目的

中标方，项目投资 30,744 万元。截止目前，双方已签订合同，实现营业收入983.88万元。 

④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与广东利晖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

司、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珠荣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平远

县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工程（一期）EPC 总承包”项

目，本项目合同金额为人民币88,475.2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4,866.56万元。 

⑤2017 年 11 月 30 日，公司收到“大埔县西片、北片区大留村、梅林村等 28 个省定

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工程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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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广东利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粤晟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

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 56,000 万元，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

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5,058.41万元。 

⑥2017年 12 月，公司与广东国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梅县区西部片区 12 个省定贫困村新

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其后各方已签署具体合作合同，合同金额19,463.13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550.54万元。 

（17）2016年6月3日，公司收到“雨花区道路品质提升工程项目(PPP模式）”项目的《中

标通知书》，其后各方签署了《雨花区道路品质提升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为42,00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25,869.83万元。 

（18）2016年5月，公司与赣州市人民政府、幸福时代生态城镇开发有限公司签署了《赣

州市人民政府与棕榈股份、幸福时代关于打造时光赣州、乡愁赣州、三江口环境改造项目的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42.5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

合作合同。 

（19）2016年7月，公司与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项目投

资约50亿元人民币，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20）2016年7月，公司、成都市青羊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与发包方贵阳白云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白云区南湖公园建设项目总承包（设计与施工）”项目的《建设项目

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暂定为51,586.71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

45,600.32万元。 

（21）2016 年8 月17 日，公司收到“海口市国兴大道等5 条道路景观提升工程PPP 项

目”的《成交通知书》，项目投资总额约22,288.20 万元。2016年8月，本公司与海口市城市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海口棕海项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PPP项目公司。其后，签

署了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0,895.33万元。 

（22）2016年9月26日，公司收到“海口市主城区重要道路景观提升工程PPP项目”的《成

交结果公告》，项目投资总额为111,319.53万元。2016年10月，本公司与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海口棕岛项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PPP项目公司。其后，签署了合

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8,227.96万元。 

（23）2016年10月14日，公司收到“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一期公园绿地工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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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中心公园PPP项目》的《成交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社会资本方，项目投资总额

23,539.58万元。2016年10月，本公司与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海口

棕美项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作为PPP项目公司，并与海口棕美项目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该

PPP项目的《园林绿化工程合同书》，合同金额暂定为19,248.02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

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5,759.75万元。 

（24）2016年11月，公司收到与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政府、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书》，合作项目投资估算约为40亿元人民币。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具体

的合作合同。 

（25）2016年11月22日，公司收到“广东中山翠亨湿地公园工程EPC总承包项目”的《中

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方，项目总投资额为33,457.27万元。其后，双方签署

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6,274.90万元。 

（26）2016年11月24日，公司收到“始兴县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

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人，项目中标价为42,212.52万元。其后，

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4,648.68万元。 

（27）2017年1月22日，公司与莱阳市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莱阳五龙河流域综合

治理 PPP 项目合同》，合同金额约20亿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29,324.60 

万元。 

（28）2017年3月，公司与山东蓬莱市人民政府签署了《葡萄酒特色小镇项目合作协议书》，

项目投资估算约 20 亿元人民币，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项目具体合同。 

（29）2017 年5月23日，公司收到“高邮市清水潭生态旅游度假区 PPP 项目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项目具体合同。 

（30）2017年4月24日，公司与肇庆市高要区人民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项

目总投资规模80亿元人民币，合作期限5年，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尚未签署项目具体合同。 

（31）2017年5月3日，公司收到“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公

司与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城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体为“奉化滨海养生小镇PPP项目”的成交社会资本方，其后，各方签署了《奉化滨海

养生小镇PPP项目协议》，项目总投资197,875万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3,048.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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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017年8月，公司收到南宁园博园项目园林景观工程（一标段；滨水画廊景区、玲

珑湖景区）《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中标单位，项目中标价为21,975.45万元。其后，双

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3,027.53 万元。 

（33）2017 年 9 月，公司收到“兴隆县河道治理工程（一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预算为16,300 万元。其后，

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收入2,462.69万元。 

（34）2017 年 9 月，公司收到与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汉寿县人

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作项目总投资约 40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

项目尚未签署具体合同。 

（35）2017年10月，公司收到与湖州太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签署的“湖州市长田漾生态文

化度假园区综合开发合作实施协议”，本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约人民币 150 亿元。截止报告

期末，已成立项目公司在推进项目开展。 

（36）2017年10月，公司收到与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政府签署的“上饶市十里槠溪·国际生

态旅游度假区项目投资协议书”，本项目的投资总额预计约 90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已成

立项目公司在推进项目开展。 

（37）2017年10月，公司收到柳州市柳东新区科技园山体公园、科技园小游园、南寨山园

景观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合同价 16,492.04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尚未实现营业收入。 

（38）2017年10月，公司收到柳州市汽车城官塘核心区水系补水综合整治景观工程（一期：

官塘冲右支渠和主支渠、二期：官左 0+700-官左 1+010 段）、柳州市官塘冲河道整治景观

工程九子岭公园段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签约合同价 6,823.96万元，其后，双方签署了具

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收入1,514.03万元。 

（39）2017年10月，公司收到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河景观廊道项目（一期）项目的《中标

通知书》，合同价 13,129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双方已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12,753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2,687.71万元 

（40）2017 年 11 月 9 日，公司收到“四川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江北路水生态环境修

复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价 

28,995.70 万元。其后，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20,714.8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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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017 年 12 月 5 日，公司收到“百花湖森林示范公园设计施工总承包（EPC）”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华诚博远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瑞实忠正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 44,779.04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实现营业收入15,015.98万元。 

（42）2018 年 1 月 4 日，公司收到保山中心城市坝区人居环境提升工程（一期）PPP 项

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金威路

桥有限公司、云南创意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云南文产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亿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项目预计总投资约人民币 105 亿元，

截止报告期末，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43）2018 年 1 月 9 日，公司收到“通道县县城至皇都侗文化村骑行绿道项目（一期）

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EPC）”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项目总投资约 12,000 万元，其后，双方签

署了具体合作合同，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1,685.73万元。 

（44）2018年2月，公司收到“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南岸：托洲大桥-清川大桥、

南岸：三岸大桥-蒲庙大桥）PPP 项目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上海浦耀信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其后，各方签

署了合作合同，合同金额126,129.12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66,253.63万元。 

（45）2018年3月，公司收到与张家口市阳原县人民政府、东方泥河湾（北京）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作项目预计投资总规模约为 80 亿元人

民币。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46)2018 年 3 月 19 日,公司收到“肇庆新区起步区核心景观提升工程（施工总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价 29,002.80万元。截止报告期末，

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实现营业收入2,636.36万元。 

（47）2018 年 3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与昆明市五华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合作项目总投资暂定为 20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

目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48)2018年4月，公司收到“崇左市东盟大道提升工程”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

司与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该项目中标联合体，中标价 21,444.61万元。截止报告期

末，双方签署了具体合作合同，实现营业收入6,032.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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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018年4月，公司收到与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 200 亿元人民币。2018年8月8日，公司与东源县人民政府签署了

《广东·时光东源项目投资协议书》，本项目的投资总额约 200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已成

立项目公司在推进项目开展。 

（50）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收到与乳源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的《乳源瑶族自治

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及生态城镇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本合作项目总投资规模约

为 30 亿元人民币，截止报告期末，实现营业收入616.72万元。 

（51）2018年5月，公司收到与乌镇镇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额

约为 25 亿元，与永春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永春白鹤拳特色小镇合作框架协议》，总投资约

为人民币 50 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尚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52）2018 年 7 月 4 日，公司收到“鼎湖区 321 国道沿线绿化大提升工程项目（设计

施工总承包）”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中标方，中标总价为人民币 

134,048,111.00 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现营业收入11,819.82万元。 

（53）2018 年 7 月 9 日，公司收到“连平县贫困村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项目 EPC 

总承包”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与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黄河勘测规划

设计有限公司为该项目中标联合体，中标价合计 53,669.70 万元。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实

现营业收入315.09万元。 

（54）2018年8月，公司收到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关于措普沟景区项目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暂定32亿元，及与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人民政府签署的

《关于丹巴县旅游项目合作开发协议》，项目总投资5亿元，截止报告期末，已成立项目公司

在推进项目开展。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

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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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

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0% 至 -6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3000.00 至 1200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0,427.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制于外部经济环境、融资环境及市场因素影响，2018 年度公司传统

工程业务及生态城镇项目推进放缓，另外由于项目毛利下降、固定费

用上升等原因，导致 2018 年度公司业绩较去年出现下滑。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34,000 34,000 0 

合计 34,000 34,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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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08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 8 月 2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4)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 9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5)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 9 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18-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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