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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19-007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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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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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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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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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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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国

家领导人峰会”等核心景观设计的里程碑作品，“杭州园林设计院”在全国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2018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2 

年，公司成功完成了博鳌大农业国家公园一期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EPC）、博鳌通道景观提升工程总承包（EPC）和博鳌

滨海大道绿化提升工程项目总承包（EPC）等设计、施工一体化业务。公司充分发挥设计业务把握项目全局的入口优势，由

园林规划设计业务向工程总承包业务拓展，布局设计业务和生态环境业务双轮驱动发展的公司战略。 

海南博鳌项目的成功实施收获了业界的一致好评，为公司开拓工程总承包业务奠定了基石。此后，公司陆续中标了浙江中航

通飞研究院科研中心项目EPC总承包项目、铜鉴湖大道配套工程（EPC）总承包和良渚遗址公园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总承

包项目，中标金额合计超过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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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归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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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

19号），提出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政府投资工程应完善建筑管理模式，带头推行工程总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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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计价计量规范（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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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财建[2016]725号），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政策背景的推动下，将进一步促进与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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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 523,192,543.65 183,570,359.34 185.01% 116,201,78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321,404.32 34,742,764.39 50.60% 25,243,83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143,474.77 33,433,112.25 52.97% 25,182,60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358,171.02 21,039,514.26 91.82% 13,989,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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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0 36.67% 0.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30 36.67% 0.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2% 13.64% 1.98% 15.18%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资产总额 527,235,412.91 364,427,725.41 44.67% 301,504,53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5,997,686.90 313,916,282.58 13.41% 177,356,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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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20,377.72 158,777,307.23 34,188,860.79 147,205,99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24,299.98 8,976,895.76 7,029,562.09 20,790,64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23,976.90 8,983,331.60 5,754,280.95 20,881,88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51,514.67 -5,113,782.20 11,564,905.95 56,658,56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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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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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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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4.75% 6,080,000 6,080,00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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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 冻结 0 

邓冶 境内自然人 3.00% 3,840,000 3,840,000 
质押 2,640,000 

冻结 2,6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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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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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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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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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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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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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523,192,543.65元，同比增长185.01%；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51,143,474.77元，同比

增长52.97%。受益于“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和“海南博鳌亚洲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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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雄安新区城市森林建设实施规划（2018-2022）、环起步区生态防洪堤景

观和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等设计业务、铜鉴湖大道配套工程(EPC)等工程总承包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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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公司组织架构和完善人才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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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公共园林设

计 
72,953,620.16 36,486,258.31 50.01% 27.29% 18.62% -3.66% 

EPC 项目 366,134,264.56 53,848,123.09 14.71% 786.06% 415.17%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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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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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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营业收入较2017增长185.01%，主要系公司EPC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2018营业成本较2017增长311.85%，主要系公司EPC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2018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较2017增长50.44%，主要系公司EPC业务规模扩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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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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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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