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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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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亦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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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广中茂 股票代码 0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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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盛 林思旭 

办公地址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新华南路

505 号 

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工业区新华南路

505 号 

电话 0595-26929988 0595-26929988 

电子信箱 tgzq@tianguang.com tgzq@tianguang.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食用菌、消防产品与消防工程三大主业。 

（1）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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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业务由全资子公司中茂园林负责开展。中茂园林是一家集园林景

观设计、工程施工、绿化养护、苗木生产和生态修复为一体的综合性园林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市政规划、

地产开发规划及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①主要经营模式 

A 销售模式 

中茂园林的工程项目和景观设计项目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或是直接与客户议标方式取得。 

中茂园林通过市场信息收集和客户资源的积累等方式收集园林景观设计项目及工程施工项目的信息，

确定投标策略、制定设计及施工方案、编制投标文件、投送投标文件并参加开标会议。客户根据企业提供

的标书，综合考虑设计施工企业实力、项目经验及价格因素，确定中标单位。 

经过多年的经营，中茂园林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及施工经验，并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因此，部分客户会主动邀请中茂园林参与招投标，中茂园林收到客户邀请后，准备资格

预审文件或编制投标文件参与投标。 

此外，部分客户对中茂园林设计能力、施工质量和信誉较为认可，通过直接议标方式由双方洽谈价格

和合同达成合意后直接签订合同。 

B 采购模式 

为了尽可能地提高采购效率，中茂园林在原材料采购环节采用的是集中采购、就近采购和零星采购相

结合的模式。在确保采购工作有序进行、有效控制采购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各类项目对原材料的要求，

实现项目利润最大化。 

集中采购是针对混凝土、水泥、石材、砖材、木构件、铁件、艺术构件、苗木、水电材料等常用大宗

材料，采用集中询价、集中确定供应商、集中安排购买的采购方式。中茂园林成控部及采购部定期向供应

商进行材料询价，及时更新价格信息库，并将其中部分优质供货商确定为全国各区域的战略供货商；成控

部根据各项目所在区域，以及项目采购苗木或材料入场计划表，向战略供应商进行采购。材料到场后由项

目部验货和收料，成控部最后根据项目的收料情况对供货商进行结算。 

考虑项目进度及成本因素，对于区域内无战略供应商的材料采用就近采购模式，采购部门派出采购员

到项目所在地调查当地材料的供应价格，进行三家以上的询价及材料检验，将相关情况报成控部，经审批

后确定供货商，由项目部完成购买。 

由于园林绿化行业的特殊性和苗木需求的多样性，中茂园林在部分原材料的采购环节实行零星采购。

在零星采购过程中，针对不同的材料，项目部通过多种渠道进行采购前的询价。 

中茂园林的工程项目所需人力主要由专业建筑劳务分包公司提供，就施工工程地点、分包劳务内容、

分包劳务价格、分包工作期限和质量标准等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 

C 结算模式 

a 一般工程结算模式 

一般工程结算方式分为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竣工验收款、工程结算款、质保金，不同项目之间

各款项的比例和具体支付方式会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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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预付款指合同生效之日起一段时间内，客户支付一定百分比的合同价款，但由于受客户谈判地位、

双方合作密切度、项目竞争激烈度等影响，工程预付款不作为必要条件。 

工程进度款指客户按照实际完成工程量的一定百分比支付中茂园林的款项。一般中茂园林按月向业主

上报当月施工进度，监理单位或业主审核确认已完工工程量后，业主在15-25个工作日内支付实际已完工工

程量的35-80%。 

工程竣工并经业主验收合格后，业主向中茂园林支付竣工验收款，一般支付到合同总金额的80-90%；

竣工验收后，进行结算审计，审计结束后支付到结算总金额的90-95%；结算总金额的5-10%余款作为工程

质量保证金和苗木的养护费，在质保期结束并无质量问题后一次性结清尾款。质保期和苗木养护期一般为

1-2年。 

中茂园林部分工程项目采用全垫资建设模式，在建设期内发包方不支付工程款，工程项目建设完成后

发包方再按照合同约定与中茂园林进行结算，最终结算款包括审定的工程结算款、投资回报、建设期利息、

回购期利息等。 

b BT项目结算模式 

BT业务经营方式为“建设-移交（Build-Transfer）”，即政府或代理公司与BT业务承接方签订市政工

程项目BT投资建设回购协议，并授权BT业务承接方代理其实施投融资职能进行市政工程建设，工程完工

后移交政府，政府根据回购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回购资金（含投资回报）。BT模式的经营模式如下： 

 

 
中茂园林BT项目的结算模式一般使用“4:3:2.5:0.5”，“4:3:2.5:0.5”即项目施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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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验收满一年后支付合同价的30%，验收满两年后支付25%，剩下5%为质保金。 

c 园林景观设计业务结算模式 

客户通常按照设计进度分阶段向中茂园林支付设计款。根据具体合同，每个阶段支付的金额占合同价

款的比例会有差异。一般情况下，客户会按照合同签署、方案深化、扩初设计、提交施工图、后续服务等

五个阶段向中茂园林支付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余款将作为后期服务费，待项目施工完成、竣工验收后一

次性向中茂园林支付设计的质保金。 

d 苗木产销业务结算模式 

苗木产销业务的结算模式分为内部调转和对外销售两种。中茂园林种植的苗木首先保证自身工程的需

求。根据项目管理部的采购计划，以及采购管理部的工作任务单，中茂园林完成苗木的内部调转工作，并

根据市场价格对内部调转的苗木进行核价后，报财务部门进行内部核算。 

剩余部分的苗木可以对外销售。根据客户的要求，中茂园林和客户建立销售合同，约定验收方法、结

算方式、付款方式等内容，在完成合同内容后，按合同约定的方式结算。一般都是签订苗木销售合同后，

客户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苗木起挖后装车前付清全部苗木款。对于长期合作的客户中茂园林可给予一

定的信用期限和信用额度。 

e 苗木采购结算模式 

中茂园林苗木采购结算主要有三种方式：首先，70-80%的苗木采购业务采取先供货后结算方式，即供

应商苗木材料全部进场完毕经中茂园林检验后并提供发票后付款；其次，20%左右的业务采取按合同价全

额付款，即中茂园林与供货商签订合同后先行支付预付款，供应商收到预付款后如中茂园林增减苗木采购

数量则按最终采购数量结算；最后，5%左右的业务采用先预付定金后供货结算的方式，即中茂园林与供货

商签订合同后先预付一部分定金，余款一般在该批苗木装车前汇入供应商账户。 

报告期内，中茂园林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变化。 

②经营有关情况 

A 经营资质有关情况 

报告期内，中茂园林拥有的主要经营资质未发生变化，未取得新的经营资质，也不存在下一报告期主

要经营资质到期的情况。 

B 融资有关情况 

融资方式 报告期末融资余额(万元) 融资成本区间 融资期限 

银行短期借款 27,946.885 银行基准利率上浮一定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公司债券 120,000.00 5.00% 
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合  计 147,946.885 — — 

注：①银行短期借款余额按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统计，开展园林绿化业务的中茂园林的银行短期借款余额为27,946.885

万元；②公司债券融资余额按照到期需偿付的票面值统计。 

C 质量管理有关情况 

中茂园林重视对园林绿化、生态修复等工程项目的质量把控，不断强化对园林绿化、生态修复等工程

施工、园林景观设计等业务的质量管理，加大质量控制力度，确保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及客户要求。中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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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严格遵守行业的质量管理规定，报告期内未出现过重大的项目质量纠纷，未因工程质量问题受到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或建设主管部门的处罚。 

D 安全生产有关情况 

中茂园林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以各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行业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和职业安全健

康管理程序为准绳，强化员工安全生产意识，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及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定期、不定期地开展

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未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主管部门的处罚。 

③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园林绿化与生态修复业务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上市公司畅通的融资渠道及融资支持、多年经

营形成的较强的园林景观工程一体化服务能力、行业领先的生态修复技术等。具体分析详见本节“核心竞

争力分析”。 

④行业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 

关于园林绿化行业发展情况及市场竞争格局分析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

展的展望”。 

园林绿化行业竞争较为激烈，行业内上市公司也相对较多，中茂园林与行业内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在

经营规模、盈利能力、人力资源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在华南地区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2）食用菌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食用菌业务由全资子公司中茂生物及其下属公司负责开展。中茂生物专业从事食用菌

的研发、工厂化种植与销售，可生产金针菇、杏鲍菇、蟹味菇、白玉菇等食用菌品种，系广东省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 

金针菇因其菌柄细长，似金针菜而得名。金针菇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

分。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较好的口感及较高的药用食疗作用，成为人类食用菌种植的主要品种之一。 

杏鲍菇因其具有杏仁的香味和菌肉肥厚如鲍鱼的口感而得名，是开发栽培成功的集食用、药用、食疗

于一体的珍稀食用菌新品种。杏鲍菇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钙、镁、铜、锌等矿

物质，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对人体具有抗癌、降血脂、润肠胃以及美容等作用。 

蟹味菇、白玉菇、海鲜菇统称真姬菇，含有丰富的磷、铁、锌、钙、钾、钠，维生素B1、B2、B6、C

的含量也较一般菇类高，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用菌。 

报告期内，中茂生物生产的主要产品未发生变化。 

①主要经营模式 

A 采购模式 

中茂生物的采购品类主要为育菌原材料及包装物，其中育菌原材料主要为玉米芯麸皮、米糠、棉籽壳

等，育菌原材料供应充足。中茂生物通过建立供应商准入体系和供应商库，对供应商进行筛选；采购策略

综合考虑材料质量、价格、运输成本及供货稳定性等，向供应商询价、比价的方式采购。 

B 生产模式 

中茂生物以工厂化生产模式生产食用菌，通过人工控制食用菌生长所需要的温、光、水、气等环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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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模拟食用菌生长发育不同阶段所要求的最佳环境，利用机械化操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食用菌栽培，实

现标准化、周年化生产。中茂生物综合考虑年度经营目标、工厂设计产能、食用菌年度销售价格走势等因

素后制定生产计划，由生产部组织实施。 

C 销售与结算模式 

食用菌产品属于鲜活农产品，主要面向大众消费者，客户群体较为分散，因此主要通过经销模式进行

销售。对于长期合作的经销商，中茂生物视情况给予7-60天不等的信用账期，而对于首次合作的经销商，

一般采取先款后货的结算方式。中茂生物产品采用市场定价法，定期汇总各地市场食用菌供销及价格情况，

按照市场价格适时调整销售价格。 

中茂生物经销商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北京、郑州、长沙、南宁、山东等地，经销商自行到中茂生

物工厂提货，中茂生物食用菌产品一经发货即确认收入，因销售的是鲜活农产品，中茂生物不涉及销售退

回的情形。 

D 研发模式 

中茂生物自主培育液体菌种，通过各地选样、优选杂交而培育母种，并且在每个批量产品中不断优选

出特别出色的成品进行分离和无性繁殖、交叉繁殖，最终形成可量产母种。中茂生物可全年培育液体菌种，

不受自然条件影响。 

E 生物资产管理模式 

中茂生物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为自行培养和尚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食用菌，其成本按照培育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必要支出确定，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水电折旧及其他应分摊的间接费用。中茂生物将已经采

摘包装成箱，储存在冷库尚未销售出库的食用菌归集为产成品。中茂生物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约当产量法在

消耗性生物资产（在产品）和完工产品间分配成本；在出售时采用加权平均法按账面价值结转成本。通过

各流转环节的生产日志进行日常管理，每月底集中进行实物资产的盘点。 

②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食用菌业务主要驱动因素包括自主研发的菌种培养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或先进水平的育菇

技术、较好的产品品质等。具体分析详见本节“核心竞争力分析”。 

③行业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 

关于食用菌行业发展情况和竞争格局分析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

望”。 

中茂生物及下属公司食用菌日产能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规模，与行业内上市公司相比在产能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其下属公司福建嘉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系国内瓶栽杏鲍菇产量最大的企业，在杏鲍菇细分市

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消防产品与消防工程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消防产品与消防工程业务由全资子公司福建天广及其子公司负责开展。福建天广及其

子公司生产包括气体自动灭火系统、消防水炮灭火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

统、市政消防器材、消火栓箱成套供水灭火器材、防火门及家用消防器材等在内的1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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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用于灭火和防火两大领域，是国内消防器材行业龙头企业。 

①主要经营模式 

A 销售模式 

消防产品业务方面，采取“经销为主、直销为辅”的销售模式，充分利用遍布全国的南安籍建材供销

大军经销公司的产品，而针对长期合作的重要客户则签订常年供销合同由公司直接供货。消防工程业务方

面，主要通过参与投标或邀标的形式承揽消防工程项目。 

B 采购模式 

消防产品业务方面，主要根据生产计划按需采购，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铁、铜、铝等金属及其粗制品

和涤丙纶丝等。公司依照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结合市场情况和原材料消耗、储存以及运输特性等情况，制

定合理、可行的采购计划。公司采购部协同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生产部依据供应商产品的质量、价格、

供应能力和运输情况筛选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一般以签订年度采购合同方式确立合作关系。采购部根据历

史数据、销售订单和生产的实际情况确定安全库存、采购的批量和时间间隔，并据此在年初与供应商签订

的框架协议内，及时与供应商商定每个采购批次的具体数量、规格、价格等要件，加以组织实施，既确保

生产正常周转，又控制库存积压，减少资金占用。消防工程业务方面，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消防器材及管

网耗材，采购模式与园林工程业务的采购模式大致相当。 

C 生产模式 

在生产方面，采用“以销定产、即产即销”及常规产品适度备货的生产模式，并充分利用外协形式进

行委托来料加工，将部分生产技术要求不高、加工精度较低的生产环节（如铸造、机械粗加工等）委托外

协厂商加工，公司则专注于生产技术含量高、具备核心技术的部件及产成品的总装。 

D 结算模式 

消防产品业务方面，经销模式下一般采用“单月采购、次月结算部分货款、年底集中回款”的结算模

式；直销模式下一般采用现款结算，并会视客户情况给予一定的信用期。消防工程业务的结算模式与园林

绿化及生态修复业务的一般工程结算模式大致相当。 

②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报告期内，消防产品与工程业务主要驱动因素包括深耕消防行业三十余年积累的品牌声誉及业绩基础、

契合行业发展又区别于主要竞争对手的营销模式、业内领先的产品配套能力及消防系统整体解决方案能力

等。具体分析详见本节“核心竞争力分析”。 

③行业发展情况及行业地位 

关于消防行业发展情况和竞争格局分析详见“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九、公司未来发展的展

望”。 

公司系最早进入消防行业的民营企业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消防行业的龙头企业，

综合竞争实力位居行业领先地位。但因我国消防行业市场份额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低，低端市场竞争激

烈，产品品种单一，行业平均毛利不高，中高端市场竞争温和，部分企业向系统集成商发展，市场开拓难

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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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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12,993,522.35 3,518,942,293.76 3,390,894,007.95 -37.69% 2,424,822,505.00 2,381,989,49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544,640.73 607,899,380.24 585,472,025.86 -177.12% 421,070,856.79 415,131,97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875,218.26 590,347,314.57 567,919,960.19 -180.27% 407,820,231.97 401,881,353.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329,302.47 -561,804,598.85 -561,804,598.85 71.46% -386,429,129.06 -386,429,129.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0.23 -178.26% 0.17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24 0.23 -178.26% 0.17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2% 12.74% 12.32% 
减少

21.74% 
9.81% 9.6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资产总额 8,935,909,721.88 8,767,521,721.64 8,716,016,171.97 2.52% 7,388,280,651.78 7,376,582,10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48,027,789.03 5,051,726,032.62 5,023,359,799.80 -9.46% 4,488,856,714.00 4,482,917,835.5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出具的《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2019〕14 号。经核查和确认，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6 年提前

确认工程项目收入 4,283.3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合并报表收入总额的 1.77%，2017 年提前确认工程项目收入 12,804.83 万元，

占公司 2017 年合并报表收入总额的 3.64%。公司对决定书中有关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9,332,560.22 1,264,340,754.88 419,608,714.33 19,711,49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60,418.34 190,245,176.59 15,058,621.73 -711,008,85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088,777.82 187,898,888.22 15,954,209.20 -711,817,09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787,649.07 -55,127,338.58 19,417,143.82 196,168,5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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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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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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2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48,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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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秀玉 境内自然人 18.36% 457,600,000 0 质押 167,999,998 

邱茂国 境内自然人 14.03% 349,625,882 259,608,000 
质押 349,057,782 

冻结 349,625,882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聚

赢 31 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4.85% 120,800,000 0   

邱茂期 境内自然人 3.58% 89,315,868 66,986,901 
质押 89,315,868 

冻结 89,315,868 

陈文团 境内自然人 3.51% 87,420,000 0 质押 87,419,997 

湖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南金 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86% 46,418,74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开云 6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43% 35,626,354 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

托·致远建诚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5% 31,091,168 0   

深圳市裕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28,250,018 16,230,118 质押 25,594,000 

深圳市安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27,085,974 19,475,974 质押 22,70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陈秀玉与陈文团系姐弟，构成关联关系。股东邱茂国与邱茂期系兄

弟，构成关联关系。股东深圳市安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与深圳市裕兰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均为深圳市纳兰德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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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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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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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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16 天广 01 112467 2021 年 10 月 27 日 120,000 5.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7 日支付 2017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6 日期间的利息 6,000

万元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出具《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

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司发行的“16天广01”债券

信用等级为AA（AA级表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上述跟

踪评级报告刊登于2017年6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0日出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关于下调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存续期债券信用等级并将其列入可能降级观察名单的公告》，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AA-”，公司发行的“16天广01”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A-” （AA级表示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符号表示略低于本等级），并

将主体及相关债项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上述公告刊登于2018年4月10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出具《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列入评级观察”；同时维持“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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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0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上述跟踪评级报告刊登于2018年6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 

2019年1月31日，因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认为公司经营恶化、股权及银行账户冻结、银行借款逾期将

会对公司偿债能力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公司的长期信用等级又“AA-”下调至“A”，

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将“16天广01”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上述公告刊登于2019

年2月11日的巨潮资讯网。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公司发行的“16天广01”债券信用等级下调可能会被认定为清偿能力较

弱，债券持有人可能会要求公司提前回售“16天广01”债券。若发生上述情况，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状况，

公司在短时间内无法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可能导致公司面临债务危机。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8.57% 41.85%  增加 6.73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5.70% 22.59%  减少 28.3 个百分点  

利息保障倍数 -3.81       9.84  -13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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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业种植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从事种业、种植业务》的披露要求 

2018年，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断，贸易摩擦升级，国内市场消费增速减慢，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但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同时，受国家地产调控、原材料波动、金融去杠杆、货币和信用紧缩等综合因

素影响，企业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董事会年初确定的目标存在较大差

距，主要系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均未能达到预期，同时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大额资产减值所

致。2018年度，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211,299.35万元，同比下降37.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154.46万元，同比下降177.12%。其中，全资子公司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茂园林”）因公司压缩长线工程项目，收缩部分园林业务，2018年度营业收入117,532.49万元，同比下降

48.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82.71万元，同比下降82.32%。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茂生物”）因国内食用菌产量的持续增加，导致供需失衡，使得2018年食用菌销售价格远

远低于往年同期，部分食用菌收入及毛利率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实现营业收入35,438.67万元，同比下

降4.1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961.49万元，同比下降37.44%。福建天广消防有限公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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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业务部分项目应收账款回收滞后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较多、天津生产基地业务拓展不利营收规模较

小但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金额及维持日常运营费用相对较高等原因致使消防业务2018年度营业

收入57,998.17万元，同比下降22.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74.92万元，同比下降84.82%。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广州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园林”）积极探索优化和改

进生态修复技术，开展了70°以上高陡层岩边坡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沙漠地区蓖麻种植的研究、沙漠种

植新疆小白杏技术的研究、石灰岩垂直岩壁边坡生态修复的研究、被动式墙体材料在中国北方寒冷地区建

筑中的应用研究、斐波那契数列在仿生建筑设计中应用的研究、用于绿色建筑的多个功能智能绝热装置设

计开发、太阳能电池板自动跟踪系统在绿色节能建筑中应用的研究等研究，立体花卉在城市造景中的应用

研究，废旧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中的回收应用的研究，干旱地植苗造林中立体化保水技术的应用研究，

矿山固体废弃物种植混合土配制方法及生态修复实效研究，边坡草本植物根系固土抗剪强度试验研究，片

岩边坡稳定性分析及其处理方法的研究，高陡岩石边坡护坡机理及复绿综合防护技术研究，煤矸石堆坡生

态修复技术的研究等数十项研究工作。但受货币和信用紧缩及2018年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变化主动调整经营

策略影响，报告期内中茂园林压缩长线工程项目，收缩部分园林规模，努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同时加大

应收款项催收力度，控制工程项目的现金支出，尽最大努力改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故报告期内中茂园林

营收及净利润同比上年均有较大下滑。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福建天广消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天广”）秉承“科技兴企、创新兴业”

的经营理念，继续加强新产品研发以及对传统产品的技术改进和工艺创新工作，有效推进了智能消火栓、

船用气体灭火装置延时器、新型消防软管卷盘、防爆型自动消防水炮开发、直接式探火管式灭火装置、隔

膜式雨淋报警阀等研发工作，连同子公司获得专利授权51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在消防行业进一步巩固

了技术领先地位。但受国家地产调控、北方基地业务拓展不利及维持日常运营费用相对较高等内外部因素

影响，报告期内公司消防板块营利情况较上年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电白中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茂生物”）因拟议中的新建产能（即

富平项目）未能按计划投资建成，中茂生物未能按预期开拓西北部市场；同时受国内食用菌产量持续增加

导致供需失衡等影响，2018年食用菌销售价格远远低于往年同期，部分食用菌收入及毛利率均出现较大幅

度下降，中茂园林所处行业市场状况及市场竞争程度均发生不利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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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建设 1,295,241,655.74 990,444,490.09 23.53% -46.27% -44.60% -2.31% 

消防供水系统 285,942,323.23 207,721,800.33 27.36% -16.59% -15.85%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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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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财会[2017]30号会计政策的变更 

①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7]30号)，公司按照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 

②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等

计入利润表“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科目。 

③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在利润表中新增“资产处置收益”科目，反映公司处置未划分为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而产生的处置利得或损失等。利润表中“营业外收入”及“营业外支出”科目不再反映上述处

置利得或损失。 

④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7]30号）的规定进行损益科目间的调整，不影响当期损益，不涉及比较利润表中2016年度相应科目数

据调整（2016年度无发生额），对公司的影响包括：2017年度资产处置收益增加66,433.25元，营业外收入

减少129,714.05元，营业外支出减少63,280.80元。 

2、关于财会[2018]15号会计政策的变更 

①会计政策变更原因：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

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公司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

对财务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变更。 

②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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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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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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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相关规

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a、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b、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c、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d、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e、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f、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g、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h、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i、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3、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的变更 

①会计政策变更原因：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②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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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

其他未变更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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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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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a、减少金融资产类别，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即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

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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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b、将金融资产减值计提，由“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解释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c、简化了套期会计的规则，拓宽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要求取代了现行

准则的定量要求；  

d、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e、简化嵌入衍生工具的会计处理，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等。  

公司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执行上述新准

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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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 

2019年4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证监局”）出具的《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2019〕14号。经核查和确认，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中茂园林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提前确认工程项目收入4,283.3万元，占公司2016年合并报表收入总额的1.77%，

2017年提前确认工程项目收入12,804.83万元，占公司2017年合并报表收入总额的3.64%。公司对决定书中

相关前期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了更正。 

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会计差错按追溯重述法进行追溯调整，对前期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对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数 调整后金额 

存货 3,706,218,846.66  -51,505,549.67 3,654,713,296.99 

应交税费 113,761,153.28  -5,005,805.79 108,755,347.49 

其他流动负债 239,194,279.75 -18,133,511.06 221,060,768.69 

未分配利润 1,264,293,420.66 -28,366,232.82 1,235,927,187.84 

营业收入 3,518,942,293.76 -128,048,285.81 3,390,894,007.95 

营业成本 2,506,375,269.71 -101,663,163.01 2,404,712,106.70 

所得税费用 90,918,028.71 -3,957,768.42 86,960,260.29 

净利润 610,183,481.20 -22,427,354.38 587,756,126.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7,899,380.24 -22,427,354.38 585,472,025.86 

对201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体影响如下： 

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数 调整后金额 

存货 2,141,229,402.29 -11,698,546.77 2,129,530,855.52 

应交税费 67,651,123.03 -1,048,037.37 66,603,085.66 

其他流动负债 111,894,534.58 -4,711,630.96 107,182,9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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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配利润 703,128,278.47 -5,938,878.44 697,189,400.03 

营业收入 2,424,822,505.00 -42,833,008.74 2,381,989,496.26 

营业成本 1,733,135,033.38 -35,846,092.93 1,697,288,940.45 

所得税费用 49,223,503.28 -1,048,037.37 48,175,465.91 

净利润 421,037,461.31 -5,938,878.44 415,098,582.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21,070,856.79 -5,938,878.44 415,131,978.35 

三、关于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说明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和对相关期间会计报表的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准确的反应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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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4月，子公司中茂园林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灵山中茂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认缴出资5,000万

元，出资比例为100%，公司将灵山中茂园林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对 2019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天广中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恒远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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