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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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如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邵如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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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56,438,467.49

364,427,725.41

25.25%

332,939,837.19

313,916,282.58

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34,188,860.79

12.49%

375,986,545.74

296.26%

7,029,562.09

22.36%

31,530,757.83

69.58%

5,754,280.95

12.68%

30,261,589.44

69.02%

-16,300,390.92

19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28.57%

0.250

-1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28.57%

0.250

-1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0.25%

9.7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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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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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500,000.00
-6,860.72
223,970.89
1,269,168.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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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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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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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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79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园展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何韦

境内自然人

刘克章

境内自然人

吕明华

境内自然人

葛荣

境内自然人

杭州鸿园投资管

邓冶

李勇

毛翊天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周为

理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9.00%

7.75%

6.50%

6.50%

6.50%

6.25%

4.75%

3.00%

2.50%

2.25%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1,520,000

9,920,000

8,320,000

8,320,000

8,320,000

8,000,000

6,080,000

3,840,000

3,200,000

2,880,000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2,640,000

冻结

2,640,000

质押

0

冻结

0

质押

0

冻结

0

11,520,000

9,920,000

8,320,000

8,320,000

8,320,000

8,000,000

6,080,000

3,840,000

3,200,000

2,88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张凤兰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数量
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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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华鼎酒业有限公司

25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900

俞佳敏

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

姚娟

12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600

杭州美通家居集团有限公司

116,757 人民币普通股

116,757

何占能

11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100

詹红先

107,776 人民币普通股

107,776

李文康

10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600

冯利英

1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100

左文佳

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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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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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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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述限售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张凤兰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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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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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296.26%，主要系公司大力拓展EPC 业务所致，EPC 业务贡献收入2.67 亿元。
营业成本较上期增长616.54%，主要系公司拓展业务，收入增长的同时，成本相应增长。
管理费用较上期增长30.72%，主要系公司业务规模扩张，人力、资源投入增大，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91.72%，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存在大额的长期贷款且已还清。
货币资金较2017年底减少55.03%，主要系公司新办公楼发生较多装修支出，且公司EPC工程项目增加，导致支付较多EPC项
目工程成本，相应人工成本亦有所增加。
应付账款较2017年底增长1159.41%，主要系公司EPC工程项目增加，导致应付较多EPC项目工程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172.92%，主要系公司本期 EPC 项目正处于大力拓展期间，发生较多工程支出，
相应工程收入尚在陆续回款。且随着公司规模扩大，
本年支付的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3693.71%，主要系公司购置的新办公楼开始装修，导致投资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54.52%，主要系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到位后部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且本期公司
存在短期借款，以上事项均具有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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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与琼海市城市管理局就博鳌滨海大道绿化提升工程项目（EPC）工程总承包等
事宜经协商一致，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合同价格暂定为2263.99万元），最终结算以审计部门的审计结论
为准。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3）。该项目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截止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设计收入为1631.99万
元。
2.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作为设计总承包人与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就博鳌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工程总承包事宜和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本项目勘察设计费合同价为15531.67 万元，
最终按实际完成的工作内容和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工程预算价结算。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4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公告编号：2018-004）。该项目在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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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过程中，截止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设计收入为11784.91万元。
3.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与莆田市生态水系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莆田市北洋绿心启动区十里河道综
合整治工程设计等有关事项，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本项目设计费合同价暂估为2563.7028万元，最
终设计费收费按经过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作为工程设计费基准价计费金额相应
调整。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
（公告编号：2018-010）。 该项目在规划设计中，截止报告期内公司确认的设计收入为 483.72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7 年 6 月 16 日，公司与北京东方
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就，就今后经营
活动中的项目策划、规划、设计等方面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6 月 20 日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7-011）
。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作为设计总
承包人与 惠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就惠州潼湖生态智慧区湿地公园
总体空间布局（约 55 平方公里）及一
期工程（约 4.82 平方公里）勘察设计有
关事项，签订了《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

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2017 年 06 月 30 日

本项目勘察设计费合同价暂定为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
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
（公告编号：
2017-014）
。

3,383.10 万元，最终按实际完成的工作
内容和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工程预算价
结算。
2017 年 8 月 10 日，公司与淄博文昌
湖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就淄博市文昌
湖环湖公园二期景观、道路绿化工程设 2017 年 08 月 11 日
计等有关事项，签订了《工程设计合同》
，
本项目设计费合同价为 1800.00 万元。

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
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2）
。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与海南省琼
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国博鳌大农业
国家公园建设前期协作协议》
。该项目总
投资额以及协作内容：暂定人民币叁亿
元（￥300,000，000 元，正负 5%）
，包 2017 年 10 月 09 日
括以下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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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
订前期协作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9）
。

乡村建设（具体建设项目及内容以一期
范围及估算为准）
。
巩义市水利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在巩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公告，公司为伊洛河生态水系工程（不 2017 年 10 月 09 日
包含伊洛河防洪治理工程）及园林景观
工程勘察设计第一中标候选人，该项目

详见公司于当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预
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17-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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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约 16.8 亿元，公司中标费率
2.3%。
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与琼海市城

市管理局就博鳌滨海大道绿化提升工程
项目（EPC）工程总承包等事宜经协商一
致，签订了《合同协议书，合同价格暂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
2018 年 02 月 05 日

定为 2263.99 万元）
，最终结算以审计部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03）

门的审计结论为准。
2018 年 2 月 13 日，公司作为设计总
承包人与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就博鳌
道路景观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
事宜和经协商一致，签订了《设计施工
总承包合同，本项目勘察设计费合同价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4 日在巨潮资
2018 年 02 月 13 日

为 15531.67 万元，最终按实际完成的工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
（公告编号：
2018-004）
。

作内容和政府相关部门批复的工程预算
价结算。
2018 年 5 月 2 日，公司与莆田市生态
水系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莆田市北
洋绿心启动区十里河道综合整治工程设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 日在巨潮资讯

计等有关事项，签订了《建设工程设计
合同，本项目设计费合同价暂估为

2018 年 05 月 02 日

2563.7028 万元，最终设计费收费按经过
批准的项目初步设计概算中的建筑安装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签署重大经营合同的公》
（公告编号：
2018-010）
。

工程费作为工程设计费基准价计费金额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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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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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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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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09 月 30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1,218,103.05

69,412,983.44

208,236,411.93

97,590,180.12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其中：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700,000.00
208,236,411.93

96,890,180.12

5,981,725.66

10,007,715.82

5,742,325.86

6,535,326.30

251,178,566.50

183,546,205.68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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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89,926,728.53

在建工程

11,547,050.47
155,154,797.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05,209.39

775,515.41

长期待摊费用

9,833,912.21

10,094,989.52

递延所得税资产

4,994,050.86

3,309,167.21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5,259,900.99

180,881,519.73

资产总计

456,438,467.49

364,427,725.41

开发支出
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15,000,000.00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403,667.39

5,590,197.88

2,238,200.51

1,690,179.87

应付职工薪酬

20,973,039.79

31,742,651.39

应交税费

11,300,047.10

8,239,377.36

1,703,211.52

1,303,130.84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其他应付款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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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承销证券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121,618,166.31

48,565,537.34

405,377.16

431,657.06

1,475,086.83

1,514,248.43

1,880,463.99

1,945,905.49

123,498,630.30

50,511,442.83

128,000,000.00

128,000,000.00

66,688,661.46

66,688,661.46

21,697,329.06

21,697,329.06

116,553,846.67

97,530,292.06

332,939,837.19

313,916,28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2,939,837.19

313,916,282.5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56,438,467.49

364,427,725.4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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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何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如建

会计机构负责人：邵如建

2、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34,188,860.79

30,392,490.48

34,188,860.79

30,392,490.48

27,956,611.98

24,430,578.55

17,592,293.95

13,652,720.69

31,970.63

41,452.63

销售费用

425,036.01

451,901.81

管理费用

8,508,687.42

8,179,137.94

研发费用

2,963,925.22

1,738,712.54

财务费用

194,308.66

-64,318.54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其中：利息费用

211,139.50

利息收入

-18,876.11

-99,889.08

-1,759,609.91

430,971.48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
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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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6,232,248.81

5,961,911.93

1,500,330.75

750,555.51

7,732,579.56

6,712,467.44

703,017.47

967,537.76

7,029,562.09

5,744,929.68

7,029,562.09

5,744,929.68

7,029,562.09

5,744,929.68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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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7,029,562.09

5,744,929.68

7,029,562.09

5,744,929.68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0

0.07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0

0.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法定代表人：何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如建

会计机构负责人：邵如建

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375,986,545.74

94,884,315.12

375,986,545.74

94,884,315.12

341,353,366.34

74,083,206.58

294,525,098.35

41,103,547.46

税金及附加

1,402,290.77

563,140.76

销售费用

1,421,333.97

1,495,069.34

管理费用

23,740,418.49

19,965,937.46

研发费用

8,852,811.89

4,966,800.86

财务费用

108,629.78

1,311,457.79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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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利息费用

211,860.29

1,560,375.00

利息收入

-136,861.55

-259,817.35

11,302,783.09

4,677,252.91

34,633,179.40

20,801,108.54

加：营业外收入

1,503,139.28

810,210.21

减：营业外支出

1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
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6,126,318.68

21,611,318.75

4,595,560.85

3,018,179.88

31,530,757.83

18,593,138.87

31,530,757.83

18,593,138.87

31,530,757.83

18,593,138.8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
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
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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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
他综合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
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31,530,757.83

18,593,138.87

31,530,757.83

18,593,138.87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50

0.2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50

0.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
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 元。

4、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1,641,126.39

75,031,599.65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
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
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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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73,539.73

2,891,465.99

294,514,666.12

77,923,065.64

211,828,983.29

14,738,309.31

64,095,872.20

43,061,475.3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975,679.26

8,974,688.9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3,914,522.29

17,121,201.9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10,815,057.04

83,895,67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300,390.92

-5,972,609.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
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69,930.78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
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930.78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4,402,177.47

713,158.54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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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02,177.47

713,158.54

-24,402,177.47

-643,227.76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09,497,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5,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09,497,000.00
90,0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10,388,639.50

9,357,937.50

10,388,639.50

99,357,937.50

4,611,360.50

10,139,062.50

-36,091,207.89

3,523,224.83

66,334,413.44

36,911,051.26

30,243,205.55

40,434,276.0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
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二、审计报告
第三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韦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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