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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36                           证券简称：农尚环境                           公告编号：2020-069 

武汉农尚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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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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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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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尚环境 股票代码 30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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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成龙 贾春琦 

办公地址 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路 18-8 号 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路 18-8 号 

电话 027-84899141 027-84899141 

电子信箱 nusunlandscape@163.com nusunlandscape@163.com 

2、主要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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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9,789,263.29 234,078,241.55 -4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26,658.79 27,740,686.58 -9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元） 
2,226,762.87 27,839,835.52 -9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045,349.80 -72,155,798.77 -6.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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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9 -88.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4.78% -4.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93,260,154.75 1,404,934,264.58 -1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03,963,366.21 612,295,080.20 -1.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7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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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亮 境内自然人 32.22% 94,500,000 70,875,000 质押 11,025,000 

赵晓敏 境内自然人 14.84% 43,514,100    

吴世雄 境内自然人 14.61% 42,840,000    

皮敏蓉 境内自然人 0.69% 2,024,385    

白刚 境内自然人 0.53% 1,568,700 1,176,525   

陈莲琴 境内自然人 0.44% 1,295,000    

郑菁华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949,725   

柯春红 境内自然人 0.43% 1,266,300 949,725   

皮天仪 境内自然人 0.43% 1,250,185    

周红菊 境内自然人 0.30% 880,0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吴亮、吴世雄和赵晓敏三位境内自然人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世雄和赵晓敏为吴亮之父母，吴亮担任公司董事长；白刚、

柯春红、郑菁华为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其中，郑菁华已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向公

司申请辞职（详见公司 2020-057 号公告）。其他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普通股股东中：皮敏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69,385 

股外，还通过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55,000 股；皮

天仪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外，还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250,185 股；周红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0,000 股外，还通过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60,025 股；林忠发除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有 409,700 股外，还通过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308,200 股；董美娜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88,400 股外，还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4,000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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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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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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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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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市场预期总体向好，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2020年上半年的武汉，无论是对企业或个人，都是一个异常艰难且难以忘怀的特殊时期。一月底新冠疫情全面爆发，武

汉封城，企业停工停产，居民足不出户；二月中旬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式打响，为支持政府的各项防疫政策，公司除紧锣密鼓

的筹备防疫物资外，还定期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同时严格遵守各地政府的复工复产要求，在确保员工健康第一的前提下，

稳步推行分城市、分地区、分项目的有序复工。至2020年5月初，处于疫情中心的公司总部正式恢复现场办公。报告期内，

公司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长江汛期的不利影响，公司报告期经营业绩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预计下

半年公司生产经营形式依然不乐观，2020年全年公司经营业绩存在同比大幅下滑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和近期长江汛期带来的不利影响，注重新业务方向的基础打造，减员增效，厉行节俭，有

效管控费用开支，但营业成本同比较快上升，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同比大幅下滑。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及长江汛期的

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29,789,263.29元，比去年同期234,078,241.55元下降44.5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2,226,658.79元，比去年同期27,740,686.58元下降91.97%。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1,193,260,154.75元，比年初1,404,934,264.58元下降15.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资产为603,963,366.21元，比年初612,295,080.20元下降1.36%；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49.39%。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

收入准则”）。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首次执行该准则对2020年期初留存收益无重大影

响，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将存货中已经履行履约义务但尚未与客户结算的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工未结

算资产重分类至合同资产，将预收款项重分类至合同负债。合同资产期末金额为582,171,731.51元，存货中建造合同形成的

已完工未结算资产期初金额为625,018,217.52元；合同负债期末金额为93,541,356.11元，预收款项期初金额105,827,144.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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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公司本报告期内新设立2家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庢摼曽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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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间接 

武汉农尚环境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 武汉 园林建筑、园林

景观绿化、市政

公用工程设计与

施工；环境工程

设计等 

100% / 新设 

武汉农尚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武汉 武汉 园林绿化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绿化造林工程等 

100% /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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