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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0-058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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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园林 股票代码 00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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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玉姣 覃袤邦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

创新中心 A 栋 36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

新中心 A 栋 36 层 

电话 0755-33052661 0755-33052661 

电子信箱 investor@wkyy.com investor@wkyy.co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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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0,925,605.17 1,450,378,076.55 -1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6,804,506.59 136,088,038.90 -2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96,285,419.14 135,237,206.59 -2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8,625,740.00 107,085,262.10 -54.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2654 -28.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88 0.2651 -28.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6% 5.35%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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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5,714,502.31 4,609,391,665.76 -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7,451,172.59 2,551,599,006.40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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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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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77% 106,496,000 0 质押 106,496,000 

李从文 境内自然人 16.45% 84,344,000 63,258,000 质押 73,920,000 

赵文凤 境内自然人 6.04% 30,950,400 23,212,800 质押 30,534,400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7% 24,960,000 0 质押 24,960,000 

胡元明 境内自然人 2.26% 11,567,153 0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7% 9,585,832 0   

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

能组合 B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 8,732,624 0   

孙潜 境内自然人 1.42% 7,280,000 5,460,000 质押 6,654,000 

蔡融 境内自然人 0.92% 4,735,610 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3,949,54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从文、赵文凤为夫妻关系，文科控股是李从文、赵文凤夫妇完全控制

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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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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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第一季度，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凸显，第二季度起经

济活动稳步恢复，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我国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调整继续深入，政府部门及市场经济运行主体在新的经

济形势下，投资、业务开展运行的思路和模式均继续变化，长效、健康的发展模式共识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及外部经

济环境的变化虽对经济发展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也促进了高质量、优结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建立，机遇与改变并存，

公司管理层在分析宏观经济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及企业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坚持稳健经营宗旨，积极推进公司既定发展战略，

保持公司业务积极推进并力求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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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采取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自3月开始积极有序的恢复公司各项生

产经营活动。公司传统地产业务及大生态、景观方面的市政业务的开拓工作有序开展，对于大型市政项目仍然严格把握风险

和规模，调整单体业务规模和速度，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回款速度较快的业务，避免了资金及其他风险的产生，并提升自身

风险识别及把控能力，促进业务健康发展。对于科教文旅业务，由于实施相关业务的子公司经营地在武汉市，受疫情影响严

重，因中小学均未线下复课，研学业务开展全面放缓。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092.5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06%；营业成本为100,669.6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3.05% ；实现营业利润11,245.6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21%；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680.45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28.87%。 

随着疫情的缓解，以及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将加大有关生态、环保、文旅等领域的投资、并购和

战略合作，使投资企业及战略合作方与公司实现资源互补、共同发展。对于科教文旅业务，将积极做好实践教育课程的研发、

师资团队建设、研学基地建设完善等工作，为疫情后的研学旅行业务的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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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修订）》（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对

收入准则进行了修订。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a.合并资产负债表 

列报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 日 

之前列报金额 经重列后金额 

存货 838,215,112.11    -777,004,789.59     61,210,322.52  

合同资产      777,004,789.59    777,004,789.59  

预收款项 57,972,740.03     -57,972,740.03    

合同负债       57,972,740.03     57,972,740.03  

b.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列报项目 
2019年 12 月 31 日 

影响金额 
2020年 1月 1 日 

之前列报金额 经重列后金额 

存货 839,905,396.54    -779,553,876.70     60,351,519.84  

合同资产      779,553,876.70    779,553,876.70  

预收款项 52,221,671.27     -52,221,671.27    

合同负债       52,221,671.27     52,221,6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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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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