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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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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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711,485,168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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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普邦园林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力达 陈家怡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财富世纪广场A1幢34楼

电话 020-87526515

电子信箱 malida@pblandscape.com chenjiayi@pblandscap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一九九五年，是一家专门从事园林工程施工、园林

景观设计、苗木种植生产以及园林养护业务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主要为住宅园林、旅游度

假区园林、商业地产园林和公共园林工程等项目提供园林综合服务，具有国家城市园林绿化

企业一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建筑专业设计甲级资质。

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跻身全国园林行业龙头企业行列，形成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

随着公司客户结构，客户质量和企业设计施工能力的逐步优化，公司业务已覆盖华南、华东、

西南、华中、华北、东北共全国六大区域。

2015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了深蓝环保100%股权，从此向环保行业进军。深

蓝环保依托自主研发的“中温厌氧+膜生物反应器+纳滤/反渗透”和“水热改性+中温厌氧消

化”等组合工艺，为客户提供包括工艺设计、设备采购与集成、工程实施、系统运营等内容的一

体化专业服务，实现包括垃圾渗滤液、污泥和餐厨垃圾在内的生物质固体废弃物及其副产物

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具有环境污染防治工程甲级、工业废水处理乙级、环保工程专业

承办贰级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博睿赛思100%股权，截止公告日已完成现金

部分收购的股权过户工作，剩余60%的股份收购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后进行，博

睿赛思目前主要从事的业务类型包括移动营销业务及移动娱乐产品增值业务等。另，公司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宝盛科技34%股权，宝盛科技主营业务所处行业为数字营销行业，主营业务是

为客户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整合营销全案服务，具体可以分为新媒体营销服务及搜索引擎营销

服务。至此，公司正式进入互联网数据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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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年 2015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4年

营业收入 2,718,530,816.36 2,432,631,636.39 11.75% 3,160,862,67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5,179,083.38 199,416,871.12 -47.26% 397,902,34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5,863,324.95 175,910,461.87 -45.50% 395,996,13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370,401.75 -400,559,331.06 83.68% -166,782,394.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50.00% 0.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50.00% 0.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5.22% -2.78% 16.33%

2016年末 2015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4年末

资产总额 7,698,512,829.47 6,436,908,313.00 19.60% 5,485,848,35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86,635,246.57 4,240,399,499.25 3.45% 3,611,796,626.1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43,464.88 66,383.11 76,761.79 85,24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5.52 6,412.93 3,397.64 -22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02.23 6,342.29 3,013.14 -67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57.14 754.6 -6,332.09 20,6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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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3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107,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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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善忠 境内自然人

410,630,

418.00%

372,472,813 56,900,000 质押 56,900,000

黄庆和 境内自然人

246,444,

914.00%

184,833,685 56,900,000 质押 56,900,000

广州蕙富昕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6,000,000.00% 0

谢非 境内自然人 35,874,006.00% 26,905,504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739,543.00% 0 28,730,000 质押 28,73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446,47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369,500.00% 0

李留根 境内自然人 21,000,033.00% 0

梁定文 境内自然人 20,950,934.00% 0 7,850,000 质押 7,850,00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791,22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涂善忠及黄庆和同为普邦股份董事，谢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蓝环保董事长，除上

述三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外，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无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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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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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

13普邦债 112172 2018-05-09 57,700.20 5.5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公司已于2016年5月10日支付2015年5月10日至2016年5月9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具体详见《广州普

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6-032）。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及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均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具体的《广州普

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于2016年6月17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16年 2015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1.65% 34.07% 7.58%

EBITDA全部债务比 6.74% 13.14% -6.40%

利息保障倍数 3.21 5.95 -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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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2016年，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投资增速放缓、落后产能淘汰压力加大，经济环境

处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阵痛期，公司2016年新签订单总量受经济环境影响有所收缩，部分

新签约项目毛利率略有下降，已形成的企业规模成本难以减免，造成公司本年度业绩同比下

滑。

市场情况方面，建筑工程行业整体已经从过去爆发式增长解决了“有没有” 的问题后，进

入了解决“好不好” 问题的发展阶段，业内竞争关键已从资金、规模等粗放式要素，往战略管

理、业务模式、服务质量等精细化、差异化要素进化。政策情况方面，2016年12月政府开闸PPP

项目的资产证券化，预测2017年PPP项目库将进一步扩充；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系统

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垃圾、污水处理等新项目强制应用PPP模式。在上述竞争趋势及政

策环境下，公司已提前做好布局准备，相信各项平台业务在未来将保持稳定发展。

公司在2015年年度报告的发展规划中披露， 将进一步完善平台型企业的各项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逐一落实，现已基本构建出“生态景观＋绿色环保＋智慧民生” 的三大版块平

台，具体举措包括：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业界领先的移动数字营销方案平台提供商北

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100%股权，截止公告之日已完成40%的股权收购，剩余60%

将在获得证监会核准文件后进行；②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宝盛科技有限公司34%股权，进一

步开拓公司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为将来“智慧民生” 版块业务的充实打下坚实的现代化技

术支持；③PPP业务再下一城，公司与梅州市市政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体共同中标郑州高新区市

政绿化PPP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④与泛

亚国际合作投资上海泰迪朋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方面发挥公司在生态景观上的施工优

势，另一方面也成为公司“智慧民生”业务版块中的重要内容，截止公告之日苏州泰迪农场项

目已正式落地运营。

2016年是普邦股份“生态景观＋绿色环保＋智慧民生” 平台化发展战略全面铺开的第一

年，配合项目经营管理的模式创新、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完善、企业品牌粘性的持续增强，为公

司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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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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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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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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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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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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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包括博睿赛思及其子公司、白马湖建设、海江怡乐投

资、凤庆深蓝、善和投资等10家公司，增加及减少子公司情况详见《2016年年度报告》“第十一

节 财务报告”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4）对2017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伟雄

二〇一七年二月廿四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5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2月14日以邮件及通

讯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会议于2017年2月24日上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

到监事3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万玲玲主持，会议的通

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编制的《2016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公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公司治理结构和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规范有序进行；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基本符合公司治理结构的有

关要求，已建立了较为完善、有效的与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事务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

了较有效的实施。公司对2016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真实、客观，监事会对公司《2016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七、审议通过《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 审议通过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17-2019

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该规划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2013]43号）的规定和要求，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科学、持续、稳定的公司分红决策机制，

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引导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

资理念。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 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

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长募集资金项目期限，是结合公司升级转型的实际需求，从提升公司

平台化业务发展速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目前业务结构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延长

该项目期限，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高集团内部各项工作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体

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延长募集资金项目期限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

东利益，《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案》 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延长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并同意将本项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7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2016年度审计

服务中，恪尽职守、遵循客观、独立、公正的职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审计和沟通的工作，同意

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7年度的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拟定为

150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廿四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4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7

年2月14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2017年2月24日

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

次会议由涂善忠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6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另，公司独立董事柳絮、汪林、康晓阳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6年末公司总资产769,851.28万元， 同比增长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8,663.52万元，同比增长 3.45%；实现营业收入271,853.08万元，同比增长11.75%；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17.91万元， 同比下降47.2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89,845.94万

元，同比下降19.1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综合考虑公司各业务板块的发展情况，结合当前经济形势、

行业现状与公司的经营能力，预测公司2017年营业收入329,300.00万元，同比增长21.13%；营业

成本260,500.00万元，同比增长15.1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00.00万元，同比增长

90.31%。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提示：本预算为公司2017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不代表公司盈利预测，

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与公司管理团队的努力等多种因素，

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五、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6-006）将同时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利润分配方案计划

以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711,485,168股为基数，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7元 （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11,980,396.18元。

2、利润分配相关事项

公司董事长涂善忠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涂善忠先生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黄庆

和、曾伟雄、全小燕、叶劲枫、周滨五名董事及柳絮、汪林、康晓阳三名独立董事对其进行了讨

论，经讨论研究，上述董事一致认为：该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现金分红不会造

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公司于《未来三年（2014-2016年）分红回报规划》中承诺，公司每年度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10%，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

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公司计划本次分

红金额11,980,396.18元， 占公司2016年度可分配利润的11.39%,2014－2016年度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占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90%。因此，该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章程》和《未来三年（2014-2016年）分红回报规划》中关于分红的相关规

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公司审计部对2016年度公司各项内控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

况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对2016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及运行情况进行了总结以及自我评价。

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及其审计委员会、公司内审部门对2016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

行了全面检查并形成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6年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专

字[2017]G16043500028号《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

证报告》及保荐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016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

报告》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

集资金2016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九、 审议通过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2017-2019

年）>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

年分红回报规划（2017-2019）》。

本议案须提交2016年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 审议通过 《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

案》

经2014年3月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4年4月17日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使用3,288.40万元投资“信息系统建设

项目” 。募集资金于2014年11月20日到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项

目已投入募集资金589.41万元，项目进度17.92%，募集专户中结余资金2,892.61万元（差额为利

息收入）。

受公司扩张规模及速度放缓的影响，公司整体信息化建设的进度未能达到于2016年12月

31日前完成投入的计划预期。因此，董事会同意将该项目延期两年。

内容详见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募投项目期限公告》（公告

编号：2017-007）。

本议案须提交2016年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人员业务水平较高，审计经验丰

富，工作认真负责、勤勉尽职，同意继续聘请其为公司2017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拟定为150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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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6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7年3月2日（星期四）下午15:

00－17:00在全景网的投资者互动平台举行2016年年度业绩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裁曾伟雄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周滨女士，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马力达先生，独立董事柳絮女士，独立财务顾问武彩玉女士。欢迎广大投资者

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廿四日

证券代码：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7-007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募投项目期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邦股份”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

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157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

784.06万股A股。公司和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根据询价情

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3.01元/股，最终发行数量为8,473.00万股。截至2014年11月20日

止，募集资金总额为110,233.73万元，扣除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4,506.61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105,727.1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验字[2014]G14042280016号”验资报告。

二、拟延期募集资金项目原因

经2014年3月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4年4月17日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使用3,288.40万元投资“信息系统建设

项目” 。募集资金于2014年11月20日到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该项

目已投入募集资金589.41万元，项目进度17.92%，募集专户中结余资金2,892.61万元（差额为利

息收入）。

自2015年起，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投资增速放缓，建筑工程行业需求端也出现下

滑，行业总产值持续下行。公司近年来新签订单总量受经济环境影响有所收缩，部分新签约项

目毛利率略有下降，已形成的企业规模成本难以减免，造成公司业绩下滑。受公司扩张规模及

速度放缓的影响，公司整体信息化建设的进度未能达到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投入的计划

预期。因此，公司拟将该项目延期两年。

三、募集资金项目延期计划

自2015年起，公司正式开始了平台化战略发展的升级转型———2015年收购了以垃圾渗滤

液及厨余垃圾处理为主营业务的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正式进军环保领域；2016年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业界领先的移动数字营销方案平台提供商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100%股权，截止公告之日已完成40%的股权收购；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宝盛科技

有限公司34%股权，进一步开拓公司互联网数据服务业务；参股的其他公司包括泛亚环境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邦你贷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即“普邦金控” ）、上海泰迪朋

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目前，公司已基本构建出“生态景观＋绿色环保＋智慧民生” 的三大

版块平台，并将继续扩张平台规模、完善平台业务。

公司认为，从经济型企业往平台型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将信息化管理应用到平台内

的每一个公司、团队、环节中，因此，预计“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能于2018年12月31日前实施完

毕，该项目将是公司平台化业务发展的重要保障。

公司于2017年2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案》，分别以

全票赞成通过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延长募集资金项目期限，是结合公司升级转型的实际需求，从提升公

司平台化业务发展速度出发， 综合考虑公司目前业务结构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延

长该项目期限，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高集团内部各项工作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

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本次延长募集

资金项目期限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延长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同意

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长募集资金项目期限，是结合公司升级转型的实际需求，从提升公司

平台化业务发展速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目前业务结构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延长

该项目期限，保证该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高集团内部各项工作效率，对提高公司的整体

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延长募集资金项目期限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全体股

东利益，《关于延长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的议案》 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延长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并同意将本项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普邦股份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期限事项已经公司董事

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普邦股份延

长募投项目期限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适当调整，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公

司长远发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荐机构对普邦股份延长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期限事项

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项目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廿四日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2016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关于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157号文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8784.06万股A股。公司和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根据询价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13.01元/股，最终发

行数量为8473万股。截至2014年11月20日止，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02,337,300.00元，扣除

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45,066,088.71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57,271,211.29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验

字[2014]G14042280016号”验资报告。

2、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净额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本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期末余额

1,057,271,211.29 31,835,011.89 613,499,535.28 285,847,778.86 189,758,909.04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为899,347,314.14元；加上扣除手续费后累计

利息收入净额31,835,011.89元，期末募集资金合计189,758,909.04元。

（二）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3年3月26日）和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15年4月17日）修正。《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项目变

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根据该《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2014年11月26日，公司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分别与招商银行五羊支行、平安银行丰乐路

支行、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兴业银行东山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

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

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后结束。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切实履行。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金额（元）

招商银行五羊支行 020900188410937 5,876.67

平安银行丰乐路支行 11014704425005 854,915.27

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692617504 -

平安银行丰乐路支行 11014706058009 28,926,117.10

兴业银行东山支行 391060100100133245 -

招商银行广州五羊支行 120910171810701 872,000.00

招商银行广州南方报业支行 120911674110338 159,100,000.00

合 计 189,758,909.04

根据公司2016年11月29日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6

年12月15日的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原博爱湖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的用途变更为收购项目，由公

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增资，由子公司实施收购，此笔资金已于2017年1月3日支付完毕。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和要求，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

募集资金的时候，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随时接受保荐代

表人的监督。

（三）2014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为899,347,314.14元，按照实际投资项

目列示如下：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727.12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8,584.7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453.5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9,934.7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8,453.5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37%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 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佛山狮山镇博爱调蓄

湖湖岸建设工程BT

项目

是 43,938.92 5,485.40 129.44 5,485.40 100.00%

2016-12-3

1

- 否 是

支付博睿赛思原股东

部分现金对价

是 -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100.00%

2016-12-3

1

- 是 否

支付宝盛科技原股东

现金对价

是 - 13,453.52 - - -

2017-06-3

0

- - 否

区域营运中心建设项

目

否 13,472.22 13,472.22 108.27 13,445.97 99.81%

2015-12-3

1

- 不适用 否

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否 15,028.34 15,028.34 3,028.06 15,274.12 101.64%

2016-12-3

1

330.60 是 否

信息系统建设项目 否 3,288.40 3,288.40 319.01 589.41 17.92%

2018-12-3

1

- - 否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30,000.00 29,999.24 - 30,139.83 100.47% - - - 否

合 计 - 105,727.88 105,727.12 28,584.78 89,934.73 - - 330.6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佛山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工程BT项目：由于进入实际施工阶段，受前端业务链条

进度低于计划影响， 公司所承担的园林绿化施工未能如期进行， 故2014年有实现效益37,

440.00万元，2015年、2016年没有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4年1月17日，公司作为联合体投资方与联合体施工方，与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签署了《狮山镇博爱调蓄湖水系整治工程（博爱调蓄湖湖岸建设）建设移交（BT）

合同》，投资预算8亿元，施工地点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由于该BT项目涉及环节较多，项目甲方及项目发包方的进一步申请施工许可证件及

批准文件等手续仍在进行中，导致目前施工场地不具备进一步的施工条件，项目甲方无法

按照施工合同中的计划进度提供使用施工场地给公司，经项目甲方、项目发包方及公司三

方充分沟通协商，项目已暂时停工。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1、经公司2016年9月10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6

年10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变更公司2014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博爱湖BT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结余中的

25,000万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支付冯钊华等北京博睿赛思信息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原

股东部分现金对价” 。

2、经公司2016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及2016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樟树市安

瑞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瑞泰” ）、新余等观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新余等观” ）、霍尔果斯智媒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媒广告” ）持有

的北京宝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盛科技” ）34%股权，据此，同意将原“博爱湖BT

项目”中的结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支付安瑞泰等宝盛科技原股东现金对价” 。

3、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

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实施时间的议案》，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

将信息系统建设项目的实施时间延长，预计至2018年12月31日完成该项目。此议案尚需经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1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2015年1月6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2,355.55万元，可置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2,355.55万

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2015年1月6日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 “广会专字 [2015]

G14043050013号”《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该笔资金于2015年1月已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公告的计划继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注1：苗木基地建设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为101.64%，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收入亦投入项目所致。

注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 为100.47%，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产生的利

息收入亦投入项目所致。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2014年3月2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2014年4月17日的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使用43,938.92万元投资“博爱湖BT项

目” 。募集资金于2014年11月20日到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截至2016年9月9日，博爱湖BT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5,485.40万元，项目进度12.48%，募集

专户中结余资金40,603.20万元（差额为利息收入）。鉴于该项目存在施工场地不具备进一步

施工条件等问题，现已暂时停工，为提高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将尚未投入使用的

募集资金投入到新项目中。

经公司2016年9月10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6

年10月12日召开的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将博爱湖BT项目募集资金专户结余中的25,000万

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支付冯钊华等博睿赛思原股东部分现金对价” 。截至2016年11月25

日，公司已取得博睿赛思办理过户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40%股权，并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

款，募集专户中结余资金15,945.68万元（差额为利息收入）。

经公司2016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2016年12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公司2014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部分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安瑞泰、新余等观、智媒

广告持有的宝盛科技34%股权，据此，同意将原“博爱湖BT项目” 中的结余募集资金用途变更

为“支付安瑞泰等宝盛科技原股东现金对价” 。

2016年11月28日与安瑞泰、新余等观、智媒广告、宝盛科技签署的《资产收购框架协议》，

宝盛科技100%股权整体估值为59,600万元，公司将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宝盛科技34%股权，交

易对价为20,264万元，以截至付款日的原“博爱湖BT项目” 中的结余募集资金支付，不足额部

分以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截止2016年12月31日，已将股权款由募集资金账户转入全资子账户，

并子公司完成本次交易。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二、关于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857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490,196股A股。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根据询价情况，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5.55元

/股，最终发行数量为23,423,423股。截止2015年9月16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29,999,997.65

元，扣除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共计24,2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5,799,997.6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广会

验字[2015]G15037200048号”验资报告。

2、2016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累计利息收入

扣除手续费净额

以前年度

已使用金额

本年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募

集资金金额

期末余额

105,799,997.65 10,624.70 105,263,499.91 547,122.44 0.00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为105,810,622.35元；加上扣除手续费后累计

利息收入净额10,624.70元，剩余募集资金余额0.00元，与募集资金的期末资金余额0.00元一致。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及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该《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3年3月26日）和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2015年4月17日）修正。《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存储、使用、项目变

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根据该《管理制度》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及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2015年9月17日， 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

部（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广州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年10月10日，公

司连同全资子公司四川深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蓝环保” ）、广发证券与招商银

行五羊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

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独立财务

顾问督导期结束后结束。

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的余额为0.00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的明细如下：

开 户 银 行 账 号 金额（元） 备注

浙商银行广州分行 5810000010120100026843 - 已销户

招商银行五羊支行 128905283710806 - 已销户

报告期内,本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

资金的时候，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同时及时知会独立财务顾问，随时接受独立财

务顾问主办人的监督。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为105,810,622.35元，按照实际投资项

目列示如下：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580.00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4.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0,581.06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

资总额(1)

本年度

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支付谢非等深蓝

环保原股东部分

现金对价

否 5,200.00 5,200.00 - 5,200.00 100.00%

2015-12-

31

- 是 否

2

深蓝环保工程施

工项目所需资金，

以及其他营运资

金需求

否 5,380.00 5,380.00 54.71 5,381.06 100.02%

2016-12-

31

新增收

入497.77

是 否

其中：①泸州市森

泰垃圾处理场渗

滤液处理扩容工

程

否 1,068.59 1,068.59 23.82 1038.97 97.23% -

新增收

入497.77

是 否

其中：②其他营运

资金需求

否 4,311.41 4,311.41 30.89 4,342.09 100.71% - - 是 否

合 计 - 10,580.00 10,580.00 54.71 10,581.06 - - 497.7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10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截至2015年9月21日，深蓝环保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793.46万元， 可置换金额合计

为人民币793.46万元，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2015年

9月2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广会

专字 [2015]G15037200069号”《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该笔资金于2015年10月已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1： 深蓝环保工程施工项目所需资金以及其他营运资金需求项目截至期末投资进度为

100.02%，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亦投入项目所致。

2、募集资金账户销户情况

2015年11月1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2016年10月28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由于公司已使用51,999,997.65元募集

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剩余53,800,000元募集资金已用于增资深蓝环保，募集资

金已使用完毕，公司与浙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广发证券、深

蓝环保、招商银行五羊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终止。截止2016年12月31日，上

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注销。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未发生变更使用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

形。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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