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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18-009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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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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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园林  股票代码 300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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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伍恒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 2 号 

传真 0571-87980956 

电话 0571-87980956 

电子信箱 zqb@hzyly.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主要提供以整体性解决方案为核心的风景园林设计服务和工程总承包服务。园林设计具体包括前期设计、方案设

计、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配合等。工程总承包（EPC）包括项目设计、采购、施工等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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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事风景园林设计行业多年，凭借西湖风景名胜区综合保护工程、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等作品，“杭州园林设计院”

已在全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受益于良好的品牌形象，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公司承接了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屋顶花

园设计、杭州奥体博览中心核心区景观绿化工程、杭州钱江新城核心区综合整治工程设计、“最忆是杭州”（印象西湖）G20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环境改造提升工程等核心项目设计任务。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公司再次承接了峰会

主会场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会议中心片区景观提升设计、厦门高崎机场、T3/T4航站楼贵宾通道及周边道路景观提升设计、

海悦山庄景观提升设计、环岛路沿线及海滨空间彩化提升设计、筼筜书院-白鹭洲公园片区景观提升改造设计等景观提升设

计项目。上述项目建成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也成为了杭州园林的里程碑项目。 

受益于G20杭州峰会和厦门金砖会议的两次成功经验，2017年10月，公司中标了博鳌大农业国家公园工程，开始由园

林规划设计业务向工程总承包业务拓展，公司凭借着设计优势，以设计带动施工的模式向产业链后端延伸。 

2、主要经营模式 

（1）园林景观设计业务 

公司向客户提供以整体性解决方案为核心的风景园林设计服务，并按照合同约定分阶段向客户收取设计服务费。公司

主要通过招投标和直接委托两种方式获取业务。 

（2）工程总承包业务（EPC） 

2017年，公司开始从事风景园林工程总承包业务，涵盖了设计、采购和施工等环节，全面负责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

工期、造价等。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招投标和邀请招标等方式获取业务。 

设计业务：设计环节由设计集团总负责，园林设计业务的实施流程共包括设计策划、设计输入、设计输出、设计评审、

设计验证、设计确认、设计更改、设计后期服务等八个部分。 

采购模式：公司的供应商包括原材料供应商和施工分包商，公司设有《合格供应商名录》，对供应商的单位资质、类

似项目的业绩以及对方的质量管理体系等标准进行评价，经比较多家供应商后，结合项目所在地情况和客户要求最终选择符

合公司质量要求的供应商。 

施工模式：在项目中标后，公司组建项目部，由项目部全面负责项目的进度、质量、安全、成本及施工。项目施工前，

项目部组织人员编写施工方案和工程进度计划；项目施工阶段，项目部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执行，组织施工机械设备、材料进

场，落实施工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项目竣工阶段，项目部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编制竣工结算资料交由客户。 

3、公司所处行业概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提供以整体性解决方案为核心的风景园林设计服务，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1），公司所处行业为专业技术服务业，细分行业为工程技术分类下的工程勘察设计。根据《上市公司行业

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发行人归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M74”。 

近年来，设计能力逐渐成为园林绿化行业企业综合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设计作为施工的上游环节，设计施工一体

化能够更好地将设计理念和工程施工相结合，有助于设计目标的实现，因此EPC模式逐渐受到推广。此外，几十年来产业结

构的不合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湿地退化、水资源土壤污染等问题严重，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使得园林绿化行业的生态化发展凸显。 

（1）EPC将逐渐成为园林绿化行业的主要实施模式 

工程总承包（EPC）有效克服设计、采购、施工项目制约和相互脱节的矛盾，有助于各阶段的合理衔接，明确责任主

体，有效控制项目进度、成本和质量。2016年5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建市

[2016]93号）发布，大力推广工程总承包制，完善工程总承包管理制度。2017年5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建设项目工程

总承包管理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T50358-2017。上述政策导向将进一步推动工程总承包的发展。 

（2）生态园林景观理念将进一步凸显 

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实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一

系列政策背景下，将进一步推动了与生态环境建设及与生态修复相关的森林公园、流域治理、生态湿地修复、矿山环境治理

与生态修复、边坡修复、土壤改良与土壤污染修复等园林行业新兴细分领域快速发展，风景园林行业呈现出明显的生态化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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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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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83,570,359.34 116,201,786.51 57.98% 108,159,58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742,764.39 25,243,832.13 37.63% 14,117,18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433,112.25 25,182,600.10 32.76% 14,181,42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39,514.26 13,989,612.20 50.39% 14,052,941.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6 15.38% 14,052,941.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6 15.38%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4% 15.18% -1.54% 15.46%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64,427,725.41 301,504,533.31 20.87% 194,353,62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3,916,282.58 177,356,518.19 77.00% 158,436,5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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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5,356.27 38,026,468.37 30,392,490.48 88,686,044.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75,271.21 7,372,937.98 5,744,929.68 16,149,62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74,614.42 7,322,888.28 5,106,957.49 15,528,652.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974,730.20 16,729,316.38 -727,196.09 27,012,1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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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5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2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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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园展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00% 11,520,000 11,520,000 

质押 0 

冻结 0 

何韦 境内自然人 7.75% 9,920,000 9,920,000 
质押 0 

冻结 0 

吕明华 境内自然人 6.50% 8,320,000 8,320,00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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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 境内自然人 6.50% 8,320,000 8,320,000 
质押 0 

冻结 0 

刘克章 境内自然人 6.50% 8,320,000 8,320,000 
质押 0 

冻结 0 

葛荣 境内自然人 6.25% 8,000,000 8,000,000 
质押 0 

冻结 0 

杭州鸿园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5% 6,080,000 6,080,000 

质押 0 

冻结 0 

邓冶 境内自然人 3.00% 3,840,000 3,840,000 
质押 0 

冻结 0 

李勇 境内自然人 2.50% 3,200,000 3,200,000 
质押 0 

冻结 0 

毛翊天 境内自然人 2.25% 2,880,000 2,880,00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何韦、吕明华、周为、刘克章、葛荣为一致行动人，亦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股东吕明华

担任杭州园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3.股东葛荣担任杭州鸿园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职务；4.除此之外，公司前述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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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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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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7年度公司发展战略和全年经营目标，专致于公司在风景园林设计领域，利用登陆资本市

场的契机，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继续巩固公司在风景园林设计行业的优势地位。公司本年度设计业务

收入14,972.05万元，较前一年上涨28.85%，增幅明显。此外，公司抓住行业发展的机遇，以优质的设计服务带动工程业务，

承接了博鳌通道景观提升工程、博鳌大农业国家公园、博鳌滨海大道绿化提升工程等工程总承包（EPC）项目，拓展EPC业

务领域，着力布局工程总承包领域的未来发展路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183,570,359.34元，同比增长57.98%；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34,742,764.39元，

同比增长37.63%。受益于“G20杭州峰会”等多个里程碑式项目，公司凭借综合竞争力顺利承接并推进了多个重大项目，尤其

是“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和“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两个重大会议的配套设施景观改造提升项目，进一步提升了“杭州园林

设计院”品牌在全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此外，公司为适应目前的经营和战略发展需要，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积极谋求在

生态环境保护产业链和EPC工程总承包业务领域的拓展，实现公司业务多维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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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闲度假 46,925,532.47 25,444,710.34 54.22% 37.15% 37.79% 0.25% 

市政园林 45,260,430.87 24,635,651.34 54.43% -20.14% -21.96% -1.27% 

EPC 项目 41,321,573.55 10,452,412.96 25.30%    

生态湿地 33,699,199.09 19,687,714.77 58.42% 70.96% 72.43%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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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直以来主要提供以整体性解决方案为核心的风景园林设计服务。报告期内，公司开始由园林规划设计业务向工程总承

包业务拓展，凭借着设计优势，以设计带动施工的模式向产业链后端延伸。2017年10月，公司中标了博鳌大农业国家公园一

期工程项目（EPC），主要承担博鳌红树林湿地公园、博鳌农业公园及沙美村、培兰村两个美丽乡村建设的设计和施工。2017

年度公司EPC项目实现营业收入33,849,875.44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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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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公司于2017年8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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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韦 

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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