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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

《关于对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4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

问询函提及事项，公司已向深交所做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

如下： 

1、请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 号——

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以下简称《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

引》）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适用《土木工程建筑业

务指引》。如是，请按照《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引》的规定逐项补充

披露相关信息；如否，请具体说明理由。 

答复： 

公司已于 2018 年 8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行业类别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5），公司所属行业分类由原 E48 土木工程建

筑业变更为 N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根据我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

生态修复项目的营业收入已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54.29%。依据《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第 2.2 条“当上市公司某类业务的营业收入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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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于或等于 50%，则将其划入该业务相对应的行业”的规定，我公

司属于 N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不适用于《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

引》。 

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1,091.79 万元，同比下降

26.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5,265.03 万元，同比下降 14.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5.3 万元，同比下降 213.84%。 

（1）请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

等，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大幅下滑的原

因及合理性； 

答复： 

公司行业分类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主要业务涉及生态修

复、市政园林绿化、文旅产业等，按照营业收入结构占比分析，生态

修复及市政园林绿化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在 95%左右，是公司营

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主要由行业情

况及业务模式决定。 

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主要受生态环境工程施工业务付款和

结算收款运营模式的影响。 

项目付款因素主要包括： 

（1）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招投标费用； 

（2）合同签订后支付的预付款保函保证金、履约保函保证金； 

（3）项目建设过程中支付的材料、人工工资、外购劳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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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等建设成本； 

（4）项目因收款、结算陆续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费、所得税等。 

项目收款因素主要包括： 

（1）招投标结果确定后收回的投标保证金； 

（2）部分设定预收款项条件的工程施工项目，在工程合同签订

后，发包方按照约定向公司支付预付款项； 

（3）项目达到合同约定条件或竣工验收后收回的预付款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 

（4）发包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根据项目完工进度支付

的工程进度款或结算款，通常项目建设期为 1-2 年、养护期为 2-3 年，

养护期结束且出具最终结算件后再结清尾款。 

因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及政府平台公司，项目的计量、结算需

要履行固有的审批程序，落实付款资金的时间有时会较长，导致项目

履行过程中支付的资金与项目进度款或结算款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尽

管公司在结算及付款环节及时追踪，依然存在实际结算及付款时间较

合同约定期间长的情况，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 

公司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85.30 万元，较

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7.65万元减少 1,662.95万元，

减少比例为 213.84%。因 2017 年比较基数小，导致同比下降的比例

较大。从行业来看，普遍存在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数的情况。 

同行业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对照分析如

下：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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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归属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增长率) % 

年度 

岭南股份    77,870.03          52.90     11,571.22        122.20  2018 

文科园林    24,419.38          74.96    -12,869.39       -266.94  2017 

美尚生态    28,411.70          35.95    -19,638.45         -6.50  2017 

天域生态    12,132.80          10.39    -22,846.53       -276.95  2017 

诚邦股份     6,848.80          12.86    -13,551.91       -391.05  2017 

大千生态     9,012.22          15.04    -27,733.03         11.75  2018 

绿茵生态    15,265.03         -14.41       -885.30       -213.84  2018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

数据中，已经公告 2018 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 2018 年年报数据，未公

告 2018 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 2017 年年报数据）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普遍存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

利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我公司的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2）2018 年你公司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3,946.67 万元，前三季度分别为-4,601.64 万元、-5,636.69 万元、

-4,593.64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的信用政策、销售政策、结算

方式、催收政策等因素及变化情况，说明 2018 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大幅上升的原因，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明

显异常。 

答复： 

我司 2018 年分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期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1,747.76  

      

4,875.23  

     

12,641.16  

    

13,8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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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4.11  

         

18.61  

        

742.71  

     

2,303.17  

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小计 

    

14,141.87  

      

4,893.84  

     

13,383.87  

    

16,147.01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12,337.79  

      

7,009.69  

     

10,253.06  

     

5,331.97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2,516.74  

        

803.51  

      

1,141.85  

     

1,178.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69.90  

      

1,093.37  

      

1,181.01  

       

855.41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719.08  

      

1,623.95  

      

5,401.59  

    

-5,165.75  

经营活动现金流

出小计 

    

18,743.51  

     

10,530.53  

     

17,977.51  

     

2,200.34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01.64    -5,636.69     -4,593.64   13,946.67  

 

信用政策：公司项目大多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付款条件已在招

标文件中予以确定，合同付款条件一般为按工程结算进度的一定比例

支付，养护期结束且出具最终结算件后付清全款。 

因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及政府平台公司，大多数项目的资金已

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年度预算内资金需要在本年度内完成支付，因

此第四季度一般为项目回款集中期，经营性现金流入金额较大。 

采购业务付款政策：按采购业务的进度年度内分次支付进度款，

一般支付金额为完成进度的 60%-70%，进度完成验收合格后出具结算，

出具结算后第二年支付至结算金额的 100%。因每年第四季度一般为

施工淡季，因此进度款支付较少，经营性现金流出金额较小，对应下

一年度第一季度付款比较集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金额较大。 

公司为了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解决应收账款增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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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成立应收账款管理领导小组，并安排专人进行追踪催收管理以

及结算进度推进，并相应制订各责任人年度回款目标及奖惩措施，从

而增强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此外公司在业务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

也考虑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对新签订的工程项目尽力争取更有利的

工程结算收款模式。 

同行业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

数据中，已经公告 2018 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 2018 年年报数据，未公

告 2018 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 2017 年年报数据）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普遍存在前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

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大幅上升的情况，因此我公司2018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同行业不存在明显差异。 

3、报告期内，你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 521.61 万元，较 2017 年

证券

简称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年度合计 

第四季度与

前三季度平

均的差异 

年度 

岭南

股份 

 

-47,636.45   29,029.21  

   

3,695.42  

 

26,483.04  

  

11,571.22  

  

31,453.65  2018 

文科

园林 

 

-22,060.41   14,928.24  

  

-9,050.86  

  

3,313.63  

 

-12,869.39  

   

8,707.98  2017 

美尚

生态 

 

-17,072.51   -4,756.14  

  

-8,267.09  

 

10,457.28  

 

-19,638.45  

  

20,489.20  2017 

天域

生态 

 

-14,615.82   -6,290.79  

     

700.53  

 

-2,640.44  

 

-22,846.53  

   

4,094.93  2017 

诚邦

股份 

  

-5,726.71   -2,765.33  

  

-3,437.44  

 

-1,622.44  

 

-13,551.91  

   

2,354.05  2017 

大千

生态 

  

-8,452.54   -6,298.22  

 

-12,251.92  

   

-730.34  

 

-27,733.02  

   

8,270.55  2018 

绿茵

生态 

  

-4,601.64   -5,636.69  

  

-4,593.64  

 

13,946.67  

    

-885.30  

  

18,890.6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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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比减少 85.40%。你公司披露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回以前期间

应收账款，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导致资产减值损失下降。请你公司补

充披露冲回的具体金额，说明相应坏账对应的原应收账款的具体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关联关系、应收账款金额、坏账计提比例、

计提原因、收回时间等。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

见。 

答复： 

公司 2018 年和 2017 年资产减值损失的主要构成：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发生额比上期  

增(减) 

坏账损失 347.73 3,575.25 -3,227.52 

存货跌价损失 0 -3.27 3.27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73.88 0 173.88 

合计 521.61 3,571.99 -3,050.38 

上表比较可以看出，2018 年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坏

账损失较 2017 年度大幅减少。 

公司 2018年末和 2017年末的应收款项资产坏账准备金额分别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期末 2017年期末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

备比例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坏账准

备比例 

应收账款 81,179.58 13,446.55 16.56% 94,057.06 13,072.14 13.90% 

其他应收款 1,566.07 181.21 11.57% 2,276.38 207.89 9.13% 

合计 82,745.66 13,627.76 16.47% 96,333.44 13,280.03 13.79% 

 

2018年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金额较 2017年下降的情况说明： 

1)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政策没有变更，

并按照政策对应收账款及时足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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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度减值损失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 2018 年末应收账

款余额较 2017 年末大幅减少 12,877.47 万元； 

3） 2018年度整体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 2017年度上升。 

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有二个方面： 

1、收回以前年度应收账款  

2018 年公司主要收回的以前年度应收账款的具体信息如下表： 

 

 

 

 

 

 

 

 

 



 

客户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期初坏账准备 
当期回款金

额  
期末余额 

期末坏账准

备  

 当期冲回坏

账准备  

期初计提比

例 

期末计提比

例 

内蒙古滨海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哈拉沁河

道改造 
1,374.30 1,374.30 300.00 1,074.30 1,074.30 -300.00 100.00% 100.00% 

天津中心渔港开发有

限公司 
中心渔港绿带一标 195.68 152.52 195.68 0 0 -152.52 77.94%   

天津中心渔港开发有

限公司 
中心渔港鲤鱼门 58.34 58.34 58.34 0 0 -58.34 100.00%   

天津市政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汉沽五条路绿化 548.99 548.99 548.99 0 0 -548.99 100.00%   

天津市南港工业区开

发有限公司 
南港工业区海防路 288.73 284.87 143.00 145.73 142.30 -142.57 98.66% 97.65% 

天津保税区投资有限

公司 
空港东湖 91.51 91.51 91.51 0 0 -91.51 100.00%   

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

局 
哈拉沁生态北区 1,991.47 99.57 1,930.99 60.48 6.05 -93.53 5.00% 10.00% 

天津滨海新区建投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滨海新区党校 1,434.04 415.87 1,018.17 415.87 134.32 -281.55 29.00% 32.30% 

北京顺鑫绿洲锦绣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乌素图保护区一期 983.53 98.35 983.47 0.06 0.01 -98.34 10.00% 16.67% 

丰镇市林业局 丰镇人民公园二期 1,881.81 188.18 2,700.00 0 0 -188.18 10.00%   

天津滨海新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中央大道三标 1,453.59 128.37 998.54 479.61 56.34 -72.03 8.83% 11.75% 

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港公园三标 2,178.88 108.94 1,962.95 890.06 55.30 -53.64 5.00% 6.21% 

合计   12,480.87 3,549.81 10,931.64 3,066.11 1,468.62 -2,081.20 28.44% 47.90% 

注：所有上述客户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且期初期末均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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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应收账款账期较长或欠款

金额较大的项目收回应回款，共计收回款项 10,944.49 万元，减少应

收账款坏账 2,081.20 万元。 

2、2018 年度当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减少 

2018 年宏观财政经济政策（尤其是银行信贷调控政策、地方债

政策）的变动对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和资金充裕情况有重大影响，宏观

财政经济政策出现的不利变化，使 2018 年度公司工程项目出现投资

规模缩减、建设期延缓或回款效率下降等不利情况。为应对整体经济

形势变化，公司秉承稳健发展的理念，主动收缩前进脚步，因此 2018

年公司营业收入小幅下滑，相应会使得当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减少。 

综上所述，以上两点影响公司资产减值损失 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同比减少 85.40%。公司收回的长账龄客户回款均为独立第三方，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天津绿茵公司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 2017 年

度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收回以前年度的部分长账龄应收账款，

导致转回当期资产损失 2,081.20 万元，但是整体公司的 2018 年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较 2017 年度上升 2.68%；（2）2018 年度当期新增的应

收账款减少。上述二个原因，导致 2018 年末公司整体应收账款余额

下降，2018 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较 2017 年度同比减少 85.40%。公司当

期收回款项中的回款均为非关联方的正常经营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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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存在一笔金额为

1,504.26 万元的应收账款，你公司对该笔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请说明该笔应收账款的形成过程、无法收回的原因，对上述应收账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依据。 

答复： 

1）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项目 2012 年 9 月开工，施工进度过程

中，发包方陆续确认完工进度，公司按发包方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应

收账款。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余额为 1,504.26 万元，账

款账龄为 4-5 年 1,117.41 万元，5 年以上 386.85 万元。 

该项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在工程施工期内不支付工程款，

项目建成后，甲方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当年年底支付工程造价的

50%，第二年年底前支付工程总价的 30%，第三年年底前支付工程总

造价的 20%，（工程总造价以财政审计结果为准）。根据甲方付款条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应收账款全部逾期未付，其中，逾

期三年以上为 1504.26 万元。 

3）公司要求项目经理定期跟踪业主付款情况，每期末对于大额

应收账款结合合同付款条件及实际付款情况，考察坏账准备的计提金

额，对于显示有别于账龄风险的应收账款计提了补充坏账准备。 

通过项目经理多次与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沟通回款事宜，截止

报表截止日，尚未获悉对方关于该笔款项的回款预期安排。由于超期

金额较大，且超期账期较长，判断回收风险较高，因此在账龄分析法

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945.56 万元后，按照个别认定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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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558.70 万元，合计的减值准备为应收账款余额的 100%。 

5、报告期末，你公司新增 PPP 项目的长期应收款 4,521.64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长期应收款核算方法，请补充披露该笔长期应收款预计

回收年限、未确认融资收益和折现率，并说明折现率的选取依据及合

理性。 

答复： 

2018 年 3 月 26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丰镇市丰隆生态民俗文化旅

游有限公司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财政局签署《丰镇市隆盛庄镇文化遗

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合作（PPP）

项目合同》，合同约定该 PPP 项目按照 BOT 模式运行，施工期二年，

运维期十年，项目估算工程建设投资 3 亿元，项目折现率 7%。 

根据合同 9.2.1 条款规定，项目采取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

具体补助金额按财金〔2015〕21 号文规定执行，公司因此 PPP 项目

形成的资产认定为金融资产。公司每年将获取合同 9.2.1 条款约定的

现金流入。 

根据合同 9.2.2 条款约定，全部建设成本包括除去政府出资方股

权出资部分以外工程建设投资、建设期贷款利息、预备费、流动资金、

新工养护费用，全部建设成本最终以政府指定第三方审计单位确认的

金额为准。 

公司核算 PPP 项目形成的长期应收款将根据建造完成后经政府

审计的项目公司总投资额、PPP 合同条款约定的资金回收具体条款、

合同约定的资金折现率 I 折现，计算 PPP 项目内含报酬率，并据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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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长期应收款的折现率和未确认融资收益的依据。 

截止 2018 年末，公司根据施工进度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并形成长

期应收款 4,521.64 万元。由于该项目尚处于建造期间，PPP 项目投资

总额尚未最终确定，因此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有待项目投资总额确定

后方能测算确认。 

6、报告期内，你公司购置设备的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并

将此项目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请结合你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项目可行性等情况说明截

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导致项目延期的原因是否已消除； 

（2）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

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措施。 

答复： 

（1）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购置设备项目未

按期达到原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原因如下： 

公司原业务拓展区域主要为京津冀、内蒙古市场，现进一步向全

国化重点区域拓展业务，因全国化拓展项目落地需要一定时间及市场

积累，为了更好的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所以公司无需急于购买生

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故对本募投项目的实施进程造成一定的推迟。 

根据我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

公司内蒙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下降 40.04%，

京津冀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下降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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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增加

10,510.66%。说明公司全国化范围拓展业务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随

着公司 2019 年继续进行全国化市场布局，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大，将

进一步推进生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购置项目的实施进度，从而提升公

司核心工序的机械化水平和工程施工品质。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生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购置项目累计

投入金额为 78.22 万元，项目投资进度为 1.58%。 

（2）购置设备项目的实施需跟公司的业务情况相关，目前购置

设备的实施进度与公司项目进展情况相匹配，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 2019 年 1-3 月已公告中标订单总投资额约

为 26 亿，随着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将加速推动购置设备的使用进

度，公司将积极拓展主业经营规模，推进购置设备项目的实施进程。 

7、报告期内，你公司市政绿化项目的毛利率为 35.33%，较上年

同期下降 7.97%。请公司结合该项业务所处行业特点、公司核心产品

/服务的价格变化、成本结构以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毛

利率下滑较快的原因。 

答复： 

1）公司近三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如下： 

市政绿化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收入 18,453.05      17,908.76     19,989.69  

毛利率 35.33% 43.30% 34.48% 

根据近三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显示，2016 年、2018 年我公司

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在 35%左右，2017 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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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毛利率波动。2017 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上涨主要原因是以前

年度的部分项目在 2017 年进行了结算或移交，该部分项目的变更签

证以及移交费用，由于没有得到发包方的确认，出于谨慎原则，公司

未将此部分收入进行确认。2017 年该部分项目结算或移交完成后，

此部分收入在 2017 年得到确认。2017 年因以前年度项目的结算或移

交确认致使在 2017 年多确认毛利 2,159.41 万元，扣除此因素，2017

年市政绿化项目的毛利率实际应为 35.35%，2018 年市政绿化项目毛

利率与 2017 年基本持平。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地域 毛利率 年度 

东方园林 华北 31.56% 2017年度 

蒙草生态 华北 32.53% 2017年度 

美晨生态 华东 34.17% 2017年度 

花王股份 华东 31.99% 2017年度 

铁汉生态 华南 25.22% 2017年度 

岭南园林 华南 25.02% 2018年度 

平均   30.08%   

绿茵生态 华北 35.33% 2018年度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

数据中，已经公告 2018 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 2018 年年报数据，未公

告 2018 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 2017 年年报数据） 

公司项目大多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价格约定已在招标文件中予

以确定。公司该类项目合计毛利率主要受项目施工内容、项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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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区域等因素影响。经与同行业对比，可以看出公司的市政绿化项

目的毛利率与区域较近、业务较为接近的公司相比，毛利率差异不大，

具有合理性。 

8、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为 3,112.27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42.75%。请结合你公司员工数量变化、薪酬结构及

体系等，说明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

性。 

答复：公司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以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

合的方式，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引进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引进力度，通

过猎头、网络招聘等各种渠道，成功引进多名副总裁，中层管理人员

数十余名。公司还积极招聘并培养大量的应届毕业生，给公司在人才

方面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公司内部积极开展各类培训，提升员工的

整体素质与实力。 

我司 2018 年“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为 3,112.27 万元，较 2017

年“管理费用-职工薪酬”2,180.16 万元增长 932.11 万元，增长比例

42.75%。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2018 年 2017 年 增长额 增长比例 

工资经费    2,589.20    1,827.65      761.55  41.67% 

职工社险公积金      417.14      307.47      109.67  35.67% 

职工福利教育经费      105.93       45.04       60.89  135.19% 

合计    3,112.27    2,180.16      932.11  42.75% 

2018 年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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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数量增长：为了适应公司上市以后的发展，2018 年我司

加大中高级管理人员引进力度，截至 2018 年末人员数量为 255 人，

较上年同期 220 人增长 33 人；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 2018 年末 26 人，

较上年末 15 人增长 11 人。 

2、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公司主要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学历及专业

职称，上市后为吸引人才，我司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我司 2018 年人

平均工资为 10.15 万元，较 2017 年人平均工资 8.31 万元增长了 1.84

万元，增长幅度为 22.17%。平均工资的增长连带社险、公积金同时

增长。 

3、公司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员工职业培训继续教育，

并科学合理地提升员工福利，以此增强公司的人才团队优势，有效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为公司培养出综合性应用人才，

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 2018 年度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的增幅是合

理的。 

特此公告。 

 

 

                           天津绿茵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8 日 


	1、请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以下简称《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引》）第二条及第三条的规定，说明公司是否适用《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引》。如是，请按照《土木工程建筑业务指引》的规定逐项补充披露相关信息；如否，请具体说明理由。
	2、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091.79万元，同比下降26.5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 15,265.03万元，同比下降14.4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85.3万元，同比下降213.84%。
	（1）请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公司行业分类属于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主要业务涉及生态修复、市政园林绿化、文旅产业等，按照营业收入结构占比分析，生态修复及市政园林绿化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在95%左右，是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主要由行业情况及业务模式决定。
	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主要受生态环境工程施工业务付款和结算收款运营模式的影响。
	项目付款因素主要包括：
	（1）项目招投标过程中支付的投标保证金、招投标费用；
	（2）合同签订后支付的预付款保函保证金、履约保函保证金；
	（3）项目建设过程中支付的材料、人工工资、外购劳务、工程费用等建设成本；
	（4）项目因收款、结算陆续缴纳的增值税及附加费、所得税等。
	项目收款因素主要包括：
	（1）招投标结果确定后收回的投标保证金；
	（2）部分设定预收款项条件的工程施工项目，在工程合同签订后，发包方按照约定向公司支付预付款项；
	（3）项目达到合同约定条件或竣工验收后收回的预付款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4）发包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根据项目完工进度支付的工程进度款或结算款，通常项目建设期为1-2年、养护期为2-3年，养护期结束且出具最终结算件后再结清尾款。
	因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及政府平台公司，项目的计量、结算需要履行固有的审批程序，落实付款资金的时间有时会较长，导致项目履行过程中支付的资金与项目进度款或结算款存在较长的时间差，尽管公司在结算及付款环节及时追踪，依然存在实际结算及付款时间较合同约定期间长的情况，导致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
	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85.30万元，较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77.65万元减少1,662.95万元，减少比例为213.84%。因2017年比较基数小，导致同比下降的比例较大。从行业来看，普遍存在经营性现金流量为负数的情况。
	同行业经营性现金净流量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对照分析如下：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数据中，已经公告2018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2018年年报数据，未公告2018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2017年年报数据）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普遍存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形，我公司的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2）2018年你公司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946.67万元，前三季度分别为-4,601.64万元、-5,636.69万元、-4,593.64万元。请你公司结合报告期的信用政策、销售政策、结算方式、催收政策等因素及变化情况，说明2018年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大幅上升的原因，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答复：
	我司2018年分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如下：单位：万元
	信用政策：公司项目大多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付款条件已在招标文件中予以确定，合同付款条件一般为按工程结算进度的一定比例支付，养护期结束且出具最终结算件后付清全款。
	因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及政府平台公司，大多数项目的资金已经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年度预算内资金需要在本年度内完成支付，因此第四季度一般为项目回款集中期，经营性现金流入金额较大。
	采购业务付款政策：按采购业务的进度年度内分次支付进度款，一般支付金额为完成进度的60%-70%，进度完成验收合格后出具结算，出具结算后第二年支付至结算金额的100%。因每年第四季度一般为施工淡季，因此进度款支付较少，经营性现金流出金额较小，对应下一年度第一季度付款比较集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金额较大。
	公司为了加快应收账款的回收速度，解决应收账款增长的问题，
	公司已成立应收账款管理领导小组，并安排专人进行追踪催收管理以及结算进度推进，并相应制订各责任人年度回款目标及奖惩措施，从而增强了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此外公司在业务规模继续扩张的同时也考虑应收账款的回款速度，对新签订的工程项目尽力争取更有利的工程结算收款模式。
	同行业数据：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数据中，已经公告2018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2018年年报数据，未公告2018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2017年年报数据）
	从上表可知，同行业普遍存在前三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负，第四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大幅上升的情况，因此我公司2018年经营活动现金流与同行业不存在明显差异。
	3、报告期内，你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为521.61万元，较2017年度同比减少85.40%。你公司披露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回以前期间应收账款，冲回计提的坏账准备导致资产减值损失下降。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冲回的具体金额，说明相应坏账对应的原应收账款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关联关系、应收账款金额、坏账计提比例、计提原因、收回时间等。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注：所有上述客户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且期初期末均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本报告期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应收账款账期较长或欠款金额较大的项目收回应回款，共计收回款项10,944.49万元，减少应收账款坏账2,081.20万元。
	2、2018年度当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减少
	2018年宏观财政经济政策（尤其是银行信贷调控政策、地方债政策）的变动对地方政府财政实力和资金充裕情况有重大影响，宏观财政经济政策出现的不利变化，使2018年度公司工程项目出现投资规模缩减、建设期延缓或回款效率下降等不利情况。为应对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公司秉承稳健发展的理念，主动收缩前进脚步，因此2018年公司营业收入小幅下滑，相应会使得当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减少。
	综上所述，以上两点影响公司资产减值损失2018年度较2017年度同比减少85.40%。公司收回的长账龄客户回款均为独立第三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会计师回复：
	经核查，我们认为天津绿茵公司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2017年度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1）收回以前年度的部分长账龄应收账款，导致转回当期资产损失2,081.20万元，但是整体公司的2018年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较2017年度上升2.68%；（2）2018年度当期新增的应收账款减少。上述二个原因，导致2018年末公司整体应收账款余额下降，2018年度资产减值损失较2017年度同比减少85.40%。公司当期收回款项中的回款均为非关联方的正常经营回款。
	4、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存在一笔金额为1,504.26万元的应收账款，你公司对该笔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请说明该笔应收账款的形成过程、无法收回的原因，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处理依据。
	答复：
	1）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项目2012年9月开工，施工进度过程中，发包方陆续确认完工进度，公司按发包方确认的完工进度确认应收账款。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1,504.26万元，账款账龄为4-5年1,117.41万元，5年以上386.85万元。
	该项目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为：在工程施工期内不支付工程款，项目建成后，甲方组织验收，验收合格的当年年底支付工程造价的50%，第二年年底前支付工程总价的30%，第三年年底前支付工程总造价的20%，（工程总造价以财政审计结果为准）。根据甲方付款条件，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项目应收账款全部逾期未付，其中，逾期三年以上为1504.26万元。
	3）公司要求项目经理定期跟踪业主付款情况，每期末对于大额应收账款结合合同付款条件及实际付款情况，考察坏账准备的计提金额，对于显示有别于账龄风险的应收账款计提了补充坏账准备。
	通过项目经理多次与呼和浩特市园林管理局沟通回款事宜，截止报表截止日，尚未获悉对方关于该笔款项的回款预期安排。由于超期金额较大，且超期账期较长，判断回收风险较高，因此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金额945.56万元后，按照个别认定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558.70万元，合计的减值准备为应收账款余额的100%。
	5、报告期末，你公司新增PPP项目的长期应收款4,521.64万元，请你公司结合长期应收款核算方法，请补充披露该笔长期应收款预计回收年限、未确认融资收益和折现率，并说明折现率的选取依据及合理性。
	答复：
	2018年3月26日，公司下属子公司丰镇市丰隆生态民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与乌兰察布市丰镇市财政局签署《丰镇市隆盛庄镇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政府和社会资本方合作（PPP）项目合同》，合同约定该PPP项目按照BOT模式运行，施工期二年，运维期十年，项目估算工程建设投资3亿元，项目折现率7%。
	根据合同9.2.1条款规定，项目采取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方式，具体补助金额按财金〔2015〕21 号文规定执行，公司因此PPP项目形成的资产认定为金融资产。公司每年将获取合同9.2.1条款约定的现金流入。
	根据合同9.2.2条款约定，全部建设成本包括除去政府出资方股权出资部分以外工程建设投资、建设期贷款利息、预备费、流动资金、新工养护费用，全部建设成本最终以政府指定第三方审计单位确认的金额为准。
	公司核算PPP项目形成的长期应收款将根据建造完成后经政府审计的项目公司总投资额、PPP合同条款约定的资金回收具体条款、合同约定的资金折现率I折现，计算PPP项目内含报酬率，并据此作为确定长期应收款的折现率和未确认融资收益的依据。
	截止2018年末，公司根据施工进度确认建造合同收入并形成长期应收款4,521.64万元。由于该项目尚处于建造期间，PPP项目投资总额尚未最终确定，因此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有待项目投资总额确定后方能测算确认。
	6、报告期内，你公司购置设备的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并将此项目延期至2019年12月31日。
	（1）请结合你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项目可行性等情况说明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导致项目延期的原因是否已消除；
	（2）募投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你公司后续拟采取的措施。
	答复：
	（1）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购置设备项目未按期达到原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原因如下：
	公司原业务拓展区域主要为京津冀、内蒙古市场，现进一步向全国化重点区域拓展业务，因全国化拓展项目落地需要一定时间及市场积累，为了更好的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所以公司无需急于购买生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故对本募投项目的实施进程造成一定的推迟。
	根据我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公司内蒙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下降40.04%，京津冀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下降21.33%，而其他地区项目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总营业收入较去年增加10,510.66%。说明公司全国化范围拓展业务效果已开始逐步显现，随着公司2019年继续进行全国化市场布局，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大，将进一步推进生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购置项目的实施进度，从而提升公司核心工序的机械化水平和工程施工品质。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生态建设工程机械装备购置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78.22万元，项目投资进度为1.58%。
	（2）购置设备项目的实施需跟公司的业务情况相关，目前购置设备的实施进度与公司项目进展情况相匹配，因此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2019年1-3月已公告中标订单总投资额约为26亿，随着这些项目的顺利开展，将加速推动购置设备的使用进度，公司将积极拓展主业经营规模，推进购置设备项目的实施进程。
	7、报告期内，你公司市政绿化项目的毛利率为35.33%，较上年同期下降7.97%。请公司结合该项业务所处行业特点、公司核心产品/服务的价格变化、成本结构以及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等说明毛利率下滑较快的原因。
	答复：
	1）公司近三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如下：
	根据近三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显示，2016年、2018年我公司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在35%左右，2017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上涨导致毛利率波动。2017年市政绿化项目毛利率上涨主要原因是以前年度的部分项目在2017年进行了结算或移交，该部分项目的变更签证以及移交费用，由于没有得到发包方的确认，出于谨慎原则，公司未将此部分收入进行确认。2017年该部分项目结算或移交完成后，此部分收入在2017年得到确认。2017年因以前年度项目的结算或移交确认致使在2017年多确认毛利2,159.41万元，扣除此因素...
	2）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根据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资料整理。（同行业的数据中，已经公告2018年年报使用的公司是2018年年报数据，未公告2018年年报的公司使用的是2017年年报数据）
	公司项目大多通过公开招投标取得，价格约定已在招标文件中予以确定。公司该类项目合计毛利率主要受项目施工内容、项目结构、项目区域等因素影响。经与同行业对比，可以看出公司的市政绿化项目的毛利率与区域较近、业务较为接近的公司相比，毛利率差异不大，具有合理性。
	8、报告期内，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为3,112.2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75%。请结合你公司员工数量变化、薪酬结构及体系等，说明你公司“管理费用-职工薪酬”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公司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以内部培养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的方式，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引进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引进力度，通过猎头、网络招聘等各种渠道，成功引进多名副总裁，中层管理人员数十余名。公司还积极招聘并培养大量的应届毕业生，给公司在人才方面注入了新的血液，同时公司内部积极开展各类培训，提升员工的整体素质与实力。
	我司2018年“管理费用-职工薪酬”为3,112.27万元，较2017年“管理费用-职工薪酬”2,180.16万元增长932.11万元，增长比例42.75%。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明细如下：
	2018年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人员数量增长：为了适应公司上市以后的发展，2018年我司加大中高级管理人员引进力度，截至2018年末人员数量为255人，较上年同期220人增长33人；其中中高层管理人员2018年末26人，较上年末15人增长11人。
	2、人员平均工资增长：公司主要管理者具有较高的学历及专业职称，上市后为吸引人才，我司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我司2018年人平均工资为10.15万元，较2017年人平均工资8.31万元增长了1.84万元，增长幅度为22.17%。平均工资的增长连带社险、公积金同时增长。
	3、公司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员工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并科学合理地提升员工福利，以此增强公司的人才团队优势，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为公司培养出综合性应用人才，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公司认为2018年度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的增幅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