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二〇二一年八月 



2 

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4,416,609 股 

2、发行价格：15.17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6,999,958.53 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61,707,262.12 元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4,416,609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1 年 9 月 6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日公司股

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发行对象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 2021 年 9 月 6 日起开始计算。锁定期结束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要求，不

会导致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的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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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杭州园林、发行人、公司 指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 指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 

实际控制人 指 吕明华、何韦、葛荣、高艳、李永红、童存志 

国信证券、保荐人、主承销

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董事会 指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承销办法》 指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注册办法》 指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实施细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定价基准日 指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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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注册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杨公堤 32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双龙街 136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
楼 9 楼 

股票简称 杭州园林 

股票代码 300649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128,000,000元 

法定代表人 吕明华 

董事会秘书 伍恒东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13 日 

所属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733232239N 

互联网地址 http://www.hzyly.com 

电子邮箱 zqb@hzyly.com 

联系电话 0571-87980956 

联系传真 0571-87980956 

经营范围 

服务：园林、古建筑设计（甲级）、咨询，工程设计（市政公用行

业风景园林甲级、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室内美术装饰，城市

规划（乙级）编制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乙级和可

行性研究，建筑物维修保护，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管理，建筑智能
化工程、照明工程、装饰装潢设计、施工、管理，花木的种植，苗

木、花卉、园林机械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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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2 日，发行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相关议案，并同意将该等议案提交发

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全部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全部事宜。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1 年 1 月 27 日，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关于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深交所发行上市审核

机构对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

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1 年 3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4 号），同意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向深交所报送《杭州

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

案》”）及《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会后

重大事项说明》，启动本次发行。 

2021 年 8 月 16 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向吕明华、何韦、葛荣、

李永红、童存志发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

知书》，通知投资者将认购款划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

2021 年 8 月 18 日，上述认购对象已将认购资金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账户。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本次向特定对象发送《缴款通知书》、

认购方缴款等相关事宜，由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进行法律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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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原发行价格为 15.25 元/股。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

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的，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方式如下： 

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司实施了 2020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利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8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

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10,240,000.00 元（含税）。根据上述定价原则，本次发行股

票发行价格由 15.25 元/股调整为 15.17 元/股。 

（五）发行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 4,416,609 股，全部由吕明华、何韦、葛荣、

李永红、童存志以现金认购，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发行数量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的有关规定，满足《关于同意杭州园林设计院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4 号）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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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842

号《验资报告》审验，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66,999,958.53 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不含增值税）5,292,696.41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1,707,262.12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七）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1 年 8 月 2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

象缴付认购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ZF10843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18 日止，国信证券指定的收款账

户已收到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66,999,958.53 元（大写：陆仟陆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伍拾捌元伍角叁分）。 

2021 年 8 月 19 日，国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承销费（不含增值税）

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开立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1 年 8 月 20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达发行人账户的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842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1 年 8 月 19 日，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总数量为 4,416,609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15.17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999,958.53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

审计费等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5,292,696.4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61,707,262.1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4,416,609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57,290,653.12 元。 

（八）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保荐机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已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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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十）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发行对象以现金

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合计 4,416,609 股，限售期 18 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吕明华 197,758 2,999,988.86 18 

2 何韦 131,839 1,999,997.63 18 

3 葛荣 2,768,622 41,999,995.74 18 

4 李永红 659,195 9,999,988.15 18 

5 童存志 659,195 9,999,988.15 18 

合  计 4,416,609 66,999,958.53  

1、概况 

吕明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双龙

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身份证号码：3301061960********。 

何韦，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身份证号码：3301061958********。 

葛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双龙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身份证号码：3401041967********。 

李永红，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双龙

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身份证号码：3201131969********。 

童存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双龙

街 136 号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南楼 9 层，身份证号码：3427011970********。 

2、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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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为公司 6

名实际控制人中的 5 名，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和未来交易的有关

安排  

除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外，最近一年，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

存志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4、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

资金或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正当，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

直接或间接使用杭州园林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等的情况，亦不存在拟通

过股票质押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 

（十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授权，获得了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完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64 号）和发行人履

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发行方案》，

并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报送深交所备案，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照《发行方案》中

相关约定执行。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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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

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的要求，

符合已向深交所报备之发行方案的要求。本次发行对象吕明华、何韦、葛荣、李

永红、童存志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的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合法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

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上市公司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

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二）发行人律师的合规性结论意见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杭州园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已经获得杭州园林内部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杭州园林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亦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批复，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发行办法》、《承销管理办法》

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发行人与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约

定的所附生效条件均已成就，该等协议合法、有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的确定和调整符合《管理办法》《发行办法》《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深交所的批准及中国证监会的

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合法、有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发出

《缴款通知书》、发行对象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及童存志缴付认购价款

及立信会所验资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过程符合本次发行方案、《股份认购协议》

及《缴款通知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符合《管理办法》《发行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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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及童存志符合《管理办法》

《发行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公司出具

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其已受理公司本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相

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杭州园林；证券代码为：300649；上市地点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6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结束并上市之日起 18 个月。锁定期

结束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四、股份变动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云南园展 11,520,000 9.00% 

2 何韦 9,920,000 7.75% 

3 吕明华 8,320,000 6.50% 

4 葛荣 8,000,000 6.25% 

5 刘克章 7,629,030 5.96% 

6 周为 7,510,000 5.87% 

7 云南鸿园 6,080,000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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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8 邓冶 3,840,000 3.00% 

9 李勇 3,200,000 2.50% 

10 毛翊天 2,880,000 2.25% 

合  计 68,899,030 53.83%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完

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比例 

1 云南园展 11,520,000 8.70% 

2 葛荣 10,768,622 8.13% 

3 何韦 10,051,839 7.59% 

4 吕明华 8,517,758 6.43% 

5 刘克章 7,629,030 5.76% 

6 周为 7,510,000 5.67% 

7 云南鸿园 6,080,000 4.59% 

8 邓冶 3,840,000 2.90% 

9 童存志 3,219,195 2.43% 

10 李勇 3,200,000 2.42% 

合  计 72,336,444 54.63% 

注：本次发行后，童存志直接持有杭州园林 321.92 万股，持股比例为 2.43%；

李永红直接持有杭州园林 225.92 万股，持股比例为 1.71%。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与本次发行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4,728,550 19.32% 4,416,609 29,145,159 22.0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3,271,450 80.68% / 103,271,450 77.99% 

合  计 128,000,000 100.00% / 132,416,60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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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的情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认购对象中，吕明华、何韦、葛荣、李永红、童存志为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本次发行前后的直接持股数量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姓名 职务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吕明华 董事长、总经理 8,320,000 6.50% 8,517,758 6.43% 

2 何  韦 董事 9,920,000 7.75% 10,051,839 7.59% 

3 葛  荣 董事、副总经理 8,000,000 6.25% 10,768,622 8.13% 

4 李永红 
董事、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 
1,600,000 1.25% 2,259,195 1.71% 

5 童存志 董事、副总经理 2,560,000 2.00% 3,219,195 2.43%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此次认购，本次发行前后持股数量未

发生变化，持股比例因总股份增加而摊薄。 

（五）股份变动对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以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和 2020 年度、2021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基准，并考虑

本次发行新增净资产，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

股收益对比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元/股） 本次发行后（元/股） 

2021年 1-6月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2021年 1-6月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2020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 0.23 0.39 0.22 0.38 

每股净资产 3.64 3.49 3.52 0.38 

注：1、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6 月 30日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128,000,000 股计算，发行前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和 2021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128,000,000 股计算； 

2、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0 年 12 月 31日、2021 年 6 月 30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按照

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16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分

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F10268 号”、“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286 号”

和“信会师报字[2021]第 ZF1045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 1-6 月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公司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 110,703.85 127,565.69 97,637.89 52,723.54 

负债总额 64,100.21 82,888.95 56,647.53 17,123.7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合计 
46,603.64 44,676.74 40,990.36 35,599.77 

股东权益合计 46,603.64 44,676.74 40,990.36 35,599.77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33,162.24 80,634.44 82,800.74 52,319.25 

营业利润 3,297.71 5,827.02 7,463.32 5,945.38 

利润总额 3,304.91 5,619.21 7,444.06 5,933.96 

净利润 2,950.89 5,030.38 6,670.59 5,232.1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950.89 5,030.38 6,670.59 5,232.1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576.68 4,889.49 6,511.25 5,114.35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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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98.31 5,182.38 2,458.36 4,035.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6.40 -2,382.45 -1,361.38 -2,963.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39.84 -1,511.01 -1,295.40 -1,043.76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 
-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954.55 1,288.92 -198.41 28.41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0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流动比率（合并） 1.37 1.26 1.35 1.88 

速动比率（合并） 0.49 0.43 0.74 1.43 

资产负债率（合并） 57.90% 64.98% 58.02% 32.4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7.88% 64.98% 58.02% 32.48%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2.70 2.73 3.35 4.03 

存货周转率（次/年） 0.84 1.28 3.10 5.1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万元） 
3,755.31 6,632.17 8,335.77 6,336.42 

利息保障倍数（倍） / 40.18 484.52 301.3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

净现金流量（元） 
-0.05 0.40 0.19 0.3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15 0.10 -0.02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48% 11.77% 17.47% 15.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 

5.66% 11.45% 17.05% 15.27%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元） 

0.20 0.39 0.52 0.41 

稀释每股收益（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

（元） 

0.20 0.39 0.52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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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负债整体状况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52,723.54 万元、97,637.89 万元、

127,565.69 万元和 110,703.85 万元。2018 年-2020 年，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公司资产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 年 6 月，公司资产总额较上年末下降，主

要系公司 EPC 项目持续推进后，上半年客户回款后支付供应商款项，合同资产

和应付账款余额相应减少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17,123.77 万元、56,647.53 万元、

82,888.95 万元和 64,100.21 万元。2018 年-2021 年 6 月，公司负债规模变动与资

产规模总体变动保持一致。 

2、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合并）分别为 32.48%、58.02%、64.98%

和 57.90%，流动比率分别为 1.88 倍、1.35 倍、1.26 倍和 1.37 倍，速动比率分别

为 1.43 倍、0.74 倍、0.43 倍和 0.49 倍。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总体保持稳定，

流动比例和速动比例有所下降，主要系近年来公司的 EPC 业务发展较快，且公

司客户大部分为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其结算进度及回款进度受内部审批、地方

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状况、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从而导致公司应

收账款回款速度变慢，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而有所

降低。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52,319.25 万元、82,800.74 万元、80,634.44

万元和 33,162.2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5,232.14 万元、

6,670.59 万元、5,030.38 万元和 2,950.89 万元。2020 年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公

司开展业务受限，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有小幅下滑。2021 年 1-6 月，公司业务开展

良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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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张纳沙 

保荐代表人：罗傅琪、陈航飞 

项目协办人：张政一 

项目组成员：汤海琴、谭文哲 

电话：0571-85316112 

传真：0571-85316108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十号长安俱乐部三层 

负责人：宋焕政 

经办律师：蒋胤华、陈国琴、仇烨、杨潇涵 

联系电话：0571-85819772 

传真：0571-85819772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蔡畅、王昌功、陶凌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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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71-85800402 

传真：0571-85800465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注册会计师：蔡畅、王昌功、陶凌雪 

联系电话：0571-85800402 

传真：0571-85800465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杭州园林与国信证券签署了《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之保荐协议》。国信证券指定罗傅琪、陈航飞作为杭州园

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

的持续督导工作。 

罗傅琪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金融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注册会计师。2013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先后参与了奇精机械首发项目、

圣龙股份首发项目、杭州园林首发项目、江丰电子首发项目、奇精机械 2017 年

度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荣盛石化 201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等项目，担任了荣盛

石化 2019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陈航飞先生：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法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拥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2010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负责或参与了华统股

份首发项目、奇精机械首发项目、杭州园林首发项目、宁波高发 2016 年度非公

开项目、长盛轴承首发项目、荣盛石化 2017 年度非公开项目、奇精机械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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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华统股份 2019 年度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荣盛石化

2019 年度非公开项目等。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杭州园林申请本次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杭州园林本次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国信证券愿意推荐杭州园林本次创业板向特定对

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八、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是否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

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2021 年 5 月，公司与慈溪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就 2017 年

度签署的《工程勘察设计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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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惠州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涉及金额为 3,363.84 万元及其利息、仲裁费等。截至本公告书

签署日，惠州仲裁委员会已受理该仲裁，尚未开庭审理。上述仲裁事宜中，公司

作为申请人，不存在需承担的现实义务和经济利益流出的可能性，预计仲裁结果

不会对公司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上述事项公司已履行了信息披露程序，具体

可参见《关于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仍符合发行条件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时，公司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修订版）》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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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5、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7、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

见； 

8、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9、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0、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11、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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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之盖章页）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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