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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 ）导致的春节假期后延期复工，公司及

客户的生产经营均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公司工程项目的施工受到延期复工影响，

相比正常进度有所延后；另一方面，公司客户受延期复工的影响，对工程项目的审计、结算

及验收等工作也相应延后。 上述因素预计对公司2020年收入、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基于上述影响，根据公司目前的在手订单和生产经营情况，并假设疫情控制持续向好

的前提下，公司2020年全年盈利预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情况 2020年全年预计情况

2019年

1-9月（未经审

计）

2020年

1-9月（已经

审阅）

变动

幅度

2019年

全年

2020年全年

（盈利预测）

预计变动

幅度

营业收入 98,342.49 97,599.32 -0.76% 148,894.92 143,954.74 -3.32%

扣非前净利润 9,583.14 7,481.91 -21.93% 14,148.85 11,065.15 -21.79%

扣非后净利润

8,822.43

[注]

7,055.16 -20.03% 13,374.48 10,659.50 -20.30%

扣非前净利润[剔

除九龙房产影响]

6,788.70 7,481.91 10.21% 11,354.41 11,065.15 -2.55%

扣非后净利润[剔

除九龙房产影响]

6,027.99 7,055.16 17.04% 10,580.04 10,659.50 0.75%

注：2019年1月公司收回了九龙房产涉诉案的回款。 因该项目诉讼前账龄已超过5年，已

按照账龄法计提了100%的坏账准备。2019年1月25日公司收到款项3,601.62万元（含工程款

2,794.44万元、利息807.17万元），其中2,794.44万元冲回坏账准备。

结合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自身经营特点，预计疫情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不会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一）公司营业收入具有较明显的季节性波动。 2017年-2019年，公司一季度营业收入

占全年比例平均值为21.72%，相对较低。因此，疫情发生在2020年一季度，处于公司生产经营

淡季。虽然疫情对公司2020年一季度和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但预计2020年全

年公司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能够保持稳中略降，预计对2020年全年经营业绩影响相对有限。

（二）虽然疫情的发生对公司及客户短期生产经营的开展带来一定影响，但基建相关

行业受到国家政策支持，作为建筑行业的细分子行业，预计疫情对公司所处园林绿化工程

行业的影响有限。

（三）由于本次疫情属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未对公司的行业地位及客户关系产生

影响，疫情仅导致部分施工项目工程进度延后，但未出现项目订单取消情况。 对于一季度工

程进度延缓的项目，公司已通过后期积极赶工，力争项目未来按期竣工交付。

综上所述，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环境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具有持续盈利能力，

预计疫情对公司2020年全年经营业绩产生的影响有限，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十二、公司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一）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花卉种苗研发生产、园林养护等全产业

链业务，主要服务于重点市政公共园林工程、美丽乡村生态建设、休闲度假园林工程、地产

景观及边坡防护、山体、水体等的生态修复工程。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6月30日，审计截止日至今，公司经营模式、主要采购

模式、工程项目中标情况、项目进展、核心人员、税收政策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

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经营状况未发生重

大变化以及较大不利变化。

（二）2020年1-9月经营业绩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2020年1-9月的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9

月30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0年1-9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

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审阅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0]第15795号）。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

日期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保证该等财务报表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

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已对公司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期间

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认真审阅，保证该等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2020年1-9月经营业绩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1-9月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97,599.32 98,342.49 -0.76%

扣非前净利润 7,481.91 9,583.14 -21.93%

扣非后净利润 7,055.16 8,822.43 -20.03%

扣非前净利润（剔除九龙房产影响） 7,481.91 6,788.70 10.21%

扣非后净利润（剔除九龙房产影响） 7,055.16 6,027.99 17.04%

注1：上述2020年1-9月财务数据已经立信所审阅，2019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注2：2019年1月公司收回了九龙房产涉诉案的回款。 因该项目诉讼前账龄已超过5年，

已按照账龄法计提了100%的坏账准备。2019年1月25日公司收到款项3,601.62万元（含工程

款2,794.44万元、利息807.17万元），其中2,794.44万元冲回坏账准备。

2020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主要系受新冠疫情影响，部分项目

工程进度略有延后；扣非前、后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1月公司收回九

龙房产涉诉案回款所致。 因该项目诉讼前账龄已超过5年，已按照账龄法计提了100%的坏账

准备。2019年1月25日公司收回款项3,601.62万元（含工程款2,794.44万元、利息807.17万元），

其中2,794.44万元工程款冲回坏账准备。 剔除上述九龙房产事项的影响后，2020年1-9月扣

非前、后净利润较2019年同期均有所上升。

关于上述数据变动情况的具体分析见本招股意向书 “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之“八、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

（三）2020年度盈利预测情况

为有助于投资者对公司及投资于公司的股票作出合理判断， 公司编制了盈利预测报

告，并经立信所审核，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0]第ZA15701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公司预

计2020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3,954.74万元，同比下降3.32%；预计2020年全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净利润为11,065.15万元，同比下降21.79%；预计2020年全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为10,659.50万元，同比下降20.30%。业绩下降的原因主要系受到疫情影响及2019年九龙山

庄坏账准备冲回影响，剔除九龙山庄影响后扣非后净利润预计同比上升0.75%。

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因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2020年度的实际经营成果与盈利预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盈利预测报告是管理层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

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1.00元

发行股数 4,030.935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

每股发行价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或证券监督部门认可

的其他方式

发行前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公司净利润额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后市盈率

【】倍（每股收益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公司净利润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7.73元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发行前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公司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公司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取网下询价对象申购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或采用证券监督部门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证券监督部门规定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亿元

募集资金净额 【】亿元

发行费用概算 （不含

增值税）

保荐费2,830,188.68元、承销费49,056,603.77元、审计及验资费11,462,264.15元、律师费

7,075,471.70元、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4,905,660.38元、发行手续费253,525.86元，

发行费用总额为75,583,714.54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angzhou� Landscaping� Co.,Ltd.

注册资本：12,092.8056万元

法定代表人：吴光洪

成立日期：1992年9月28日

整体变更日期：2013年6月17日

公司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凯旋路226号办公楼八楼

邮政编码：310020

联系电话：0571-86020323

传真号码：0571-86097350

互联网地址：http://www.hzyllh.com

电子信箱：web@hzyllh.com

二、公司改制重组情况

本公司由园林有限整体变更而设立，是由园融集团、风舞投资以其拥有的经立信审计

的园林有限的净资产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 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9,325.26万

元，并于2013年6月17日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330100000002076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三、发行人股本形成、变化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形成及历次变化情况

（二）发行人前身园林有限的历史沿革

1、1992年9月，园林公司设立

发行人前身园林有限系由园林公司改制而来，园林公司由林业总站、长乐林场、杭州市

林业水利局出资设立。

1992年8月7日，林业总站出具杭林站（92）第03号《关于要求成立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

公司的报告》，向市林业水利局申请设立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并编制了《联合创办杭

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的可行性报告》。

1992年8月14日，林业总站和长乐林场签署《关于共同创办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的

协议》，约定企业名称为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性质为全民企业，实行独立核算，投资总

额为152万元。 1992年8月26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下发杭林水（92）第100号《关于同意成立

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的批复》， 同意由林业总站和长乐林场联合创办杭州市园林绿化

工程公司，性质为全民企业单位，核算形式为独立核算，自收自支。

1992年9月24日，杭州市审计事务所出具杭审事（92）验字第513号《验资报告》，审验截

至1992年9月24日，园林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的出资152万元，其中林业总站以现金投入50万

元、长乐林场以实物（花卉苗木）投入90万元、杭州市林业水利局以固定资产（工具车）投入

12万元。

1992年9月28日，园林公司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14306516-X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园林公司设立时住所为杭州市江干区采荷路（市林业水利局内），法定

代表人为金保华，经济性质为全民与全民联营，注册资本为152万元，经营范围为：主营园林

绿化工程、种苗花木，兼营室内外装潢、陈设。

园林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长乐林场 90.00 59.21

2 林业总站 50.00 32.89

3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12.00 7.90

合计 152.00 100.00

注：林业总站是经杭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杭编（1992）133号《关于同意单独设立杭州

市林业综合服务总站的批复》批准同意设立的事业单位，隶属于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林业总

站实行企业化管理，注册资本为50万元，由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拨入。

2、1999年9月，园林公司增资

1999年8月3日， 园林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 同意吸纳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投资

350万元，注册资金增加至502万元，同意变更经济性质为联营性质。

1999年8月11日，园林公司相关股东与园林公司达成《关于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增

加注册资金和修改章程的协议》，同意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投资350万元，同意修改

园林公司章程。

1999年8月18日，杭州西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杭西会验字（1999）第191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1999年8月17日，园林公司实收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货币资金350万元。

1999年8月30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对该次增资事项出具同意意见。

1999年9月1日， 园林公司就本次增资事宜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 350.00 69.72

2 长乐林场 90.00 17.93

3 林业总站 50.00 9.96

4 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12.00 2.39

合计 502.00 100.00

3、2001年12月，园林公司减资

2001年11月5日，园林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并经园林公司主管部门杭州市林业水利局

批准，同意长乐林场和杭州市林业水利局退出股份，注册资金减少至400万元。杭州市林业水

利局作为股东与主管部门盖章确认。

2001年12月31日，园林公司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了工商变更登记。

此次减资事项完成后，股东名称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 350.00 87.50

2 林业总站 50.00 12.50

合计 400.00 100.00

4、2002年12月，园林公司改制

（1）园林公司改制具体情况

①依据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2001）14号《关于市属事业单位改制若干政策的意见》

“凡具有面向市场能力的市属事业单位，都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改制为企业。其中属生产经

营型、社会中介服务型，以及事业单位附属的“三产” 单位，都要改制为企业，并在2002年年

底前基本完成改制任务” 的精神，2002年3月21日，林业总站以杭林总（2002）3号《关于要求

改制的报告》，向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申请改制，并制定了《杭州市林业综合服务总站改制方

案》，确定林业总站以及附属园林公司整体改制。

②因园林公司进行改制，杭州市水利建筑工程总公司于2002年4月退出在园林公司的股

份350万元，园林公司成为林业总站的全资公司。

③2002年5月30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杭林水（2002）74号《关于同意杭州市林业综合

服务站改制的批复》同意林业总站进行整体改制。

④2002年7月20日，浙江中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岳评报字（2002）第041号《杭州

市林业综合服务总站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02年5月31日为资产评估基准日，林业总站总

资产2,242,065.13元，总负债826,359.70元，净资产1,415,705.43元” ；出具中岳评报字（2002）

第040号《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以2002年5月31日为资产评估基准

日，园林公司总资产11,163,458.27元，总负债11,127,826.74元，净资产35,631.53元” 。

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已经杭州市林业水利局确认并报杭州市财政局备案。

⑤2002年12月12日，杭州市林业水利局、杭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杭州市人

事局、杭州市财政局下发杭林水（2002）176号、杭财国资（2002）760号、杭体改（2002）49号

《关于杭州市林业综合服务总站改制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上报的改制方案，有关事项批

复如下：

A.经浙江中岳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向杭州市财政局备案，林业总站及所属园林公司

总资产13,405,523.40元，总负债11,954,186.44元，净资产1,451,336.96元。

B.按政策规定，同意提留下列资产：“a.提留提前退休人员的退休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和

基本医疗费797,629.7元；b.提留退休人员医疗费80,000元；c.提留职工安置补偿费49,500元；d.

提留退休职工活动经费6,060元；e.两名企业身份职工提留职工工龄置换费30,000元；f.预提

评估基准日至工商注册登记日的亏损488,147.26元。 ”经上述处置，提留资产1,451,336.96元，

该站国有净资产为零。

C.改制后的公司名称为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00万元，股本结构为

原林业总站2名职工以自然人持股240万元，同时吸收2名社会自然人持股160万元，均以货币

资金入股。

D.评估基准日至改制之日的资产增减变化，按杭财企（2002）字828号、杭国资（2002）

449号文件办理。

（2）杭州市人民政府的确认意见

2017年4月24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出具杭政[2017]25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要求确认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有关事项的请示》，确认如下：

“①园林公司的设立及历次增资、减资、股权转让过程真实、有效，资产和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侵害国有资产及相关各方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②林业总站及其下属园林公司整体改制方案符合当时产权改革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的规定，涉及的国有资产处置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职工安置妥善合理，改制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国有资产及职工权益的情形，亦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

（3）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确认意见

2017年6月1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具浙政办发函[2017]50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中有关事项确认的函》，经审核，浙江省人

民政府同意杭州市人民政府的确认意见。

5、2003年1月，园林有限设立

2003年1月14日，吴光洪、丁旭升、陈伯翔和张炎良四名自然人货币出资400万元设立园

林有限，并取得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2008933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上述出资已经杭州中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岳验字（2003）第015号《验资

报告》验证到位。

园林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230.00 57.50

2 丁旭升 80.00 20.00

3 陈伯翔 80.00 20.00

4 张炎良 10.00 2.50

合计 400.00 100.00

6、2003年4月，园林有限第一次增资

2003年3月26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对园林有限现金增资110万元，其中吴光洪

认缴63.25万元新增出资额，丁旭升认缴22万元新增出资额，陈伯翔认缴22万元新增出资额，

张炎良认缴2.75万元新增出资额，园林有限的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增至510万元。

此次增资已经杭州中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岳验字（2003）第183号《验资

报告》验证。

2003年4月2日，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2008933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293.25 57.50

2 丁旭升 102.00 20.00

3 陈伯翔 102.00 20.00

4 张炎良 12.75 2.50

合计 510.0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增

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吴光洪、丁旭升、陈伯翔的资金来源均为

其本人多年经商和家庭积累所得， 张炎良的资金来源为其本人工资收入和家庭积累所得，

资金来源合法。

7、2003年11月，园林有限第二次增资

2003年11月2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对园林有限现金增资496万元，其中吴光洪

认缴285.20万元新增出资额，丁旭升认缴99.20万元新增出资额，陈伯翔认缴99.20万元新增

出资额，张炎良认缴12.40万元新增出资额，园林有限的注册资本由510万元增至1,006万元。

此次增资已经杭州中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岳验字（2003）第771号《验资

报告》验证到位。

2003年11月12日，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200893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578.45 57.50

2 丁旭升 201.20 20.00

3 陈伯翔 201.20 20.00

4 张炎良 25.15 2.50

合计 1,006.0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同比例增资，增

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吴光洪、丁旭升、陈伯翔的资金来源均为

其本人多年经商和家庭积累所得， 张炎良的资金来源为其本人工资收入和家庭积累所得，

资金来源合法。

8、2006年6月，园林有限第三次增资

2006年6月13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1,600万元，其中吴光洪以实

物资产认缴1,450万元新增出资额，丁旭升以货币认缴70.80万元新增出资额，陈伯翔以货币

认缴70.80万元新增出资额，张炎良以货币认缴8.40万元新增出资额。

（1）吴光洪实物出资来源、权属及履行的程序

吴光洪2006年6月用于出资的苗木资产系其个人分批自杭州周边等地购入，并栽种于其

个人向桐庐县瑶琳镇人民政府租赁的380亩土地上，为其个人所有，且自吴光洪上述苗木出

资至今，未有任何第三人就其增资的苗木的所有权提出任何争议、异议或因此产生纠纷的

情形。

此次实物出资履行的程序如下：1）2006年6月13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

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1,600万元，其中吴光洪以实物资产（苗木）增资1,450万元，丁旭升以

货币增资70.8万元，陈伯翔以货币增资70.8万元，张炎良以货币增资8.4万元；2）2006年6月12

日，浙江中诚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06年5月25日为基准日，对吴光洪投入的位于桐庐县

瑶琳仙境旁巴山坪380亩土地上的实物资产（苗木）进行评估，并出具浙中诚评报字（2006）

第07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值为1,452.81万元。同日，园林有限全体股东一致确认评

估结果为1,450万元，并共同签署《评估资产确认签字盖章移交表》对评估资产进行移交；3）

2006年6月16日，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杭中诚验字（2006）第024号《验

资报告》，经审验，公司已收到股东吴光洪、丁旭升、陈伯翔、张炎良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

计1,600万元，其中，实物出资1,450万元，货币出资150万元；4）2006年6月16日，园林有限就此

次增资事宜在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200893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实物出资已经依法召开股东会、办理了资产评估、权属转移、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且此次实物出资的金额占注册资本总额的55.64%，园林有限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

未低于注册资本的30%，此次实物出资符合当时有效之《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此次实物出资不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等出资瑕疵

1）苗木出资真实有效

吴光洪以其个人购买的苗木资产向园林有限进行增资时，对用于增资的苗木资产进行

了盘点、统计，且根据此次实物出资的评估机构浙江中诚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中

诚评报字（2006）第07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其评估人员履行了现场勘查、核对，对苗木资

产状况进行查看、记录等评估程序，评估价格根据市场价值法确定；同时，此次用于增资的

苗木种类、数量、价格亦经公司当时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认可和确认。

2017年4月，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浙中诚评报字（2006）第079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进行了复核，并出具了中联评咨字[2017]第533号《〈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资

产评估报告〉复核项目复核报告》，该评估复核报告对原评估报告和评估结果明细表进行

了核查，了解浙江中诚健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时采用的基本评估思路和方法，根据所提

供的原评估报告相关数据支持的资料、文件，此次复核人员进行了重新询价和测算，认为前

次评估结果基本反映了评估基准日时点的资产价值和计价标准，评估结果基本合理。

2019年9月24日，丁旭升、陈伯翔、张炎良出具《说明》，确认其对浙中诚评报字（2006）

第079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进行了审核，其评估范围与委估资产一致，评估方法、评估程序

均符合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有关规定，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其已签署《评估资产确认签字盖

章移交表》的事实，对此次实物出资的评估金额、程序进行了书面确认，其对移交的苗木数

量、价格无异议。

2）苗木出资对股改净资产不存在影响

吴光洪用于出资的苗木资产， 主要用于半山田园虎山公园景观工程等项目和直接销

售，具体情况如下：

应用领域 时间 结转成本金额（元）

工程项目领用

2010年9月 3,513,700.00

2010年10月 3,606,280.00

2010年11月 3,752,000.00

直接销售 2013年3月 3,656,100.00

合计 - 14,528,080.00

其中，工程项目领用苗木的详细情况如下：

时间 工程 领用金额（元） 小计（元）

2010年9月

重庆五里店立交绿化工程 853,000.00

3,513,700.00

“保利心语” 一期及联排别墅南区园林绿

化项目

844,000.00

舟山中转码头1.2标工程 803,950.00

蚌埠宝龙广场工程 527,000.00

大榭滨海西路景观工程 485,750.00

2010年10月

中凯.东方红街公寓（住宅部分）绿化园

林工程

803,280.00

3,606,280.00

芜湖商务文化中心中央公园一期工程 800,000.00

上塘河绿化02标工程 800,000.00

马鞍山蟹市场绿化工程 603,000.00

钱江新城波浪文化城项目 600,000.00

2010年11月

半山田园虎山公园景观工程 802,000.00

3,752,000.00

深圳水库工程 800,000.00

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会议酒店景观及市

政工程

800,000.00

宁波香格国际广场室外环境工程 700,000.00

岱山新城绿化景观工程 650,000.00

合计 10,871,980.00 10,871,980.00

上述直接投入苗木的工程项目均已竣工验收，相关苗木投入均已计入工程成本。 上述

完工项目均未出现亏损合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

实物出资苗木直接对外销售部分的情况如下：

时间 销售对象 销售收入（元） 结转成本金额（元）

2013年3月 桐庐艺苑园艺场 3,731,700.00 3,656,100.00

合计 3,731,700.00 3,656,100.00

综上，公司相关苗木用于工程施工及对外销售，累计结转成本14,528,080.00元。 上述直

接投入苗木的工程项目均已竣工验收，未出现亏损合同、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情形；用于对

外销售的苗木销售价格高于其成本。 因此吴光洪用于出资的苗木资产较评估报告金额不存

在减值的情形。

截至2013年3月末，园林有限将吴光洪用于出资的苗木资产使用完毕。 2013年6月，园林

有限进行股改，以立信所出具的基于2013年4月30日的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403号《审计

报告》确认净资产236,323,645.81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93,252,600元，余额143,071,045.81元计

入资本公积。针对本次股改，中联评报字[2013]第402号《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拟整

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截至2013年4月30日园林有限的资产净

额评估价值为25,137.45万元。因此，公司股改时相关股改净资产均已出资到位、充实，吴光洪

苗木出资对股改净资产不存在影响。

吴光洪此次苗木出资真实有效，不存在出资不实、虚假出资等出资瑕疵，且公司股改时

相关股改净资产均已出资到位、充实，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障碍。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2,028.45 77.84

2 丁旭升 272.00 10.44

3 陈伯翔 272.00 10.44

4 张炎良 33.55 1.28

合计 2,606.0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对公司进行增

资，增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吴光洪用于出资的苗木由其个人

购买取得，丁旭升、陈伯翔的资金来源均为其本人工资收入和家庭积累所得，张炎良的资金

来源为其本人工资收入所得，资金来源合法。

9、2006年8月，园林有限派生分立

2006年4月19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派生分立园林有限和易大设计两

家企业的方案，原公司除分出100万元货币资产给派生出的企业外，其他所有财产均归分立

后存续的公司园林有限所有。 分立前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存续的园林有限承担，

派生分立出的易大设计不承担分立前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

2006年4月20日，园林有限在钱江晚报上刊登了公司分立的公告。分立公告期间，园林有

限股东会同意将分立前公司注册资本由1,006万元增加至2,606万元， 并已于2006年6月16日

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06年6月18日， 园林有限股东会再次审议并通过公司派生分立为两个企业的方案，主

要内容为：①分立后存续公司园林有限注册资本调整为2,506万元，其中吴光洪出资1,950.61

万元、丁旭升出资261.56万元、陈伯翔出资261.56万元、张炎良出资32.27万元；②派生分立后

新设公司易大设计注册资本为100万元，其中吴光洪出资77.84万元、丁旭升出资10.44万元、

陈伯翔出资10.44万元、张炎良出资1.28万元；③分立前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存续的

园林有限承担，派生分立出的易大设计不承担分立前公司的任何债权债务。

此次减资已经浙江中浩华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华天会验 （2006） 第104号

《验资报告》验证到位。

2006年8月17日， 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2008933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派生分立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1,950.61 77.84

2 丁旭升 261.56 10.44

3 陈伯翔 261.56 10.44

4 张炎良 32.27 1.28

合计 2,506.00 100.00

10、2009年11月，园林有限第四次增资

2009年11月4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现金增资500万元，其中丁旭升认缴153.41

万元新增出资额，陈伯翔认缴153.41万元新增出资额，张炎良认缴193.18万元新增出资额。

此次增资已经浙江天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天惠验字（2009）第195号《验

资报告》验证到位。

2009年 11月 11日， 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0000000207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1,950.61 64.89

2 丁旭升 414.97 13.80

3 陈伯翔 414.97 13.80

4 张炎良 225.45 7.50

合计 3,006.0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对公司进行增

资，增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丁旭升、陈伯翔、张炎良的资金来

源均为其本人工资收入和家庭积累所得，资金来源合法。

11、2009年11月，园林有限第五次增资

2009年11月20日， 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 同意现金增资1,010万元， 其中吴光洪认缴

157.79万元新增出资额，丁旭升认缴388.23万元新增出资额，陈伯翔认缴388.23万元新增出

资额，张炎良认缴75.75万元新增出资额。

此次增资已经浙江天惠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天惠验字（2009）第217号《验

资报告》验证到位。

2009年 11月 25日， 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10000000207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2,108.40 52.50

2 丁旭升 803.20 20.00

3 陈伯翔 803.20 20.00

4 张炎良 301.20 7.50

合计 4,016.0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对公司进行增

资，增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吴光洪、丁旭升、陈伯翔、张炎良的

资金来源均为其本人工资收入和家庭积累所得，资金来源合法。

12、2011年12月，园林有限第六次增资

2011年12月23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现金增资1,791.60万元，其中吴光洪以分期

方式认缴1,291.60万元新增出资额， 张炎良以分期方式认缴500万元新增出资额。 首期出资

358.32万元由股东吴光洪和张炎良于2011年12月23日前缴足， 其余认缴出资额由吴光洪和

张炎良于2013年12月22日之前缴足。

此次增资中的首期出资358.32万元已经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杭

中诚验字（2011）第689号《验资报告》验证到位，均以货币出资。

2011年12月28日，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33010000000207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2年9月24日， 此次增资中的第二期出资1,433.28万元已经浙江中企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企验（2012）第12386号《验资报告》验证到位，均以货币出资。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3,400.00 58.54

2 丁旭升 803.20 13.83

3 陈伯翔 803.20 13.83

4 张炎良 801.20 13.80

合计 5,807.60 100.00

此次增资系为了充实企业运营资金、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且由原股东对公司进行增

资，增资的价格为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 此次增资股东吴光洪的资金来源为其本人家庭

积累所得和向亲朋好友借款，张炎良的资金来源为其本人工资收入、房产出售和家庭积累

所得，资金来源合法。

13、2012年11月，园林有限第七次增资

2012年11月28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风舞投资以4.50元/每元出资额，对公司投

资4,950万元，投资方式为货币，其中1,100万元作为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其余3,850万元列入

资本公积，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认购权。

此次增资已经浙江中企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浙企验（2012）第12414号《验

资报告》验证到位。

2012年12月3日， 园林有限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33010000000207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园林有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光洪 3,400.00 49.22

2 风舞投资 1,100.00 15.92

3 丁旭升 803.20 11.63

4 陈伯翔 803.20 11.63

5 张炎良 801.20 11.60

合计 6,907.60 100.00

风舞投资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此次增资系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增资价格以园林有

限截至2012年9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基础，并结合园林有限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

能力协商确定为4.52元/股。 此次增资风舞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金，资金

来源合法。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风舞投资股东在公司处的任职、出资资金来源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资金来源 公司处目前任职

1 吴光洪 5,988,333 家庭积累 董事长

2 陈伯翔 5,850,000 家庭积累 董事兼副总经理

3 徐向明 4,725,000 家庭积累 原为分公司经理，现已离职

4 王世新 4,500,000 家庭积累 项目经理

5 卢山 2,565,000 家庭积累、个人借款 原为顾问，现不再续聘

6 李寿仁 2,475,000 家庭积累 副总经理兼技术服务总部总经理

7 孙立恒 2,250,000 家庭积累、个人借款 财务总监

8 吴忆明 1,800,000 家庭积累 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

9 王建春 1,800,000 家庭积累 总经理助理

10 奚跃 1,800,000 家庭积累 原为顾问，现不再续聘

11 高国良 1,800,000 家庭积累 浒溪生态总经理

12 潘同州 1,350,000 家庭积累 项目经理

13 张洋 1,350,000 家庭积累 易大设计设计师

14 胡绍庆 900,000 家庭积累 原为顾问，现不再续聘

15 傅磊 900,000 家庭积累 市场管理总部总经理

16 孙亦权 900,000 家庭积累 项目经理

17 陆晓明 900,000 家庭积累 原为项目经理，现已离职

18 倪柏华 900,000 家庭积累 项目经理

19 董珊珊 900,000 家庭积累 风舞投资会计

20 戴永华 900,000 家庭积累 财务部经理

21 李易霏 666,667 家庭积累 易大设计行政助理

22 李红艳 500,000 家庭积累 易大设计院长

23 陈宇 450,000 个人借款

工程管理总部总经理兼工程事业部

经理

24 张娟利 450,000 家庭积累 总会计师

25 张清 360,000 家庭积累 职工代表监事

26 叶承荣 315,000 家庭积累 原为顾问，现不再续聘

27 王雪刚 225,000 家庭积累、个人借款 工程管理总部项目管理专员

28 钟晴 225,000 家庭积累 企划部经理

29 吕晓贞 225,000 家庭积累 研发技术员

30 金亚琪 225,000 家庭积累 原为顾问，现不再续聘

31 干小考 225,000 家庭积累 总裁办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32 钟凤英 225,000 家庭积累 成本合约部经理

33 高仁良 225,000 家庭积累 项目经理

34 李颖新 135,000 家庭积累 办公室副主任

35 沈晓萍 135,000 家庭积累 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36 景鑫炎 135,000 家庭积累 研发技术员

37 叶挺 135,000 家庭积累 市场发展中心经理

38 叶丽霞 45,000 家庭积累 原为部门经理，已离职

39 张昊 45,000 家庭积累 市场发展中心副经理

合计 49,500,000 / /

风舞投资股东持有风舞投资的股权均为本人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的情形。

风舞投资增资价格为4.50元/出资额，价格高于最近一期期末（2012年9月30日）经审计

每股净资产2.17元/出资额。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前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增资与股权转让事项，

最近的一次增资为2013年8月，金海棠阳光、亿品创投、沃石投资、元京投资以7.83元/股的价

格对公司货币增资入股。

2012年11月，风舞投资的增资价格以公司截至2012年9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基

础，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预期情况确定。2012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为：2,727.19万元。

2013年8月，金海棠阳光等对公司进行增资，其增资价格以当期公司具体业绩情况和在

手订单及未来盈利预期情况确定。 2013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7,183.60万

元。

上述两次增资价格以增资当年业绩计算的动态市盈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2年（风舞投资增资） 2013年（金海棠阳光等增资）

当年净利润①（万元） 2,727.19 7,183.60

增资后股数（出资额）②（元） 69,076,000 105,736,800

增资价格③（元/股） 4.50 7.83

增资市盈率（②*③/①）（倍） 11.40 11.53

上述两次增资价格从当期公司市盈率的角度来看差异不大，因此，2012年11月风舞投资

股权激励增资的价格具有较强的公允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以及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印发的《上市公司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的相关规定，公司2012年11月向风舞投资的增资事项不涉及

股份支付的情况，具体说明如下：

（1）未设定业绩条件、服务期限条件等获得股权

公司根据当期账面净资产情况，结合公司具体业务发展，与风舞投资确定相关增资价

格。 公司未针对增资方风舞投资及其自然人股东设定业绩条件、服务期限条件等取得股票

的限制性条件。

（2）转让价格公允性说明

风舞投资股权激励增资价格为4.50元/出资额，价格高于最近一期期末审计每股净资产

2.17元/出资额。公司2013年8月最近一次增资的增资价格为7.83元/股，上述两次增资价格从

当期公司市盈率的角度来看差异不大，本次风舞投资股权激励增资的价格具有较强的公允

性。

本次风舞投资股权激励增资价格公允，不涉及股份支付的情形，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4、2013年4月，股权转让

2013年4月27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股东吴光洪将其持有的公司3,400万元出资

额（占注册资本49.22%）以3,4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园融集团，同意股东张炎良将其持有的

公司801.2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1.60%）以801.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园融集团，同意

股东陈伯翔将其持有的公司803.2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1.63%）以803.20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园融集团， 同意股东丁旭升将其持有的公司803.20万元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

11.63%）以803.2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园融集团。 同日，各方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名称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园融集团 5,807.60 84.08

2 风舞投资 1,100.00 15.92

合计 6,907.60 100.00

园融集团系由吴光洪、张炎良、陈伯翔、丁旭升共同出资设立，此次股权转让系园林有

限4名自然人股东从直接持股变更为间接持股，股权转让价格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1元确

定。 此次股权受让方园融集团的资金来源为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三）2013年6月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2013年4月28日，园林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园林有限以2013年4月30日经审计净资产折

股的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13年5月20日，立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403号《审计报告》，确认截至

2013年4月30日园林有限净资产为236,323,645.81元。 2013年5月21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3]第402号《杭州市园林绿化园林有限公司拟整体变更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确认截至2013年4月30日园林有限的资产净额评估价值为

25,137.45万元。

2013年5月21日，园林有限股东会决定，以经审计的净资产236,323,645.81元折为股份公

司股本93,252,600元，余额143,071,045.81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3年5月22日，园融集团、风舞投资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约定园林有限全体

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发起将园林有限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6日，杭园股份召开首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

限公司筹备情况报告》、《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工作报告及议案》、《关于杭州

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费用的报告》、《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公司

制度。

2013年6月6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416号《验资报告》，对股份公司设

立时的注册资本缴纳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3年6月17日， 杭园股份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33010000000207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园融集团 78,402,600 84.08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5.92

合计 93,252,600 100.00

（四）发行人设立以来股本形成及变化情况

1、2013年8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13年7月20日， 公司召开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增加注册资本1,248.42万

元，其中金海棠阳光、亿品创投、沃石投资、元京投资以7.83元/股的价格对公司货币增资入

股，投资金额分别为1,800万元、4,975.1288万元、500万元和2,500万元，合计9,775.1288万元。

此次增资已经立信所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680号《验资报告》审验到位。

2013年8月9日， 公司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000002076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机构及出资方式、增资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增资方 认购股份数（股） 认购金额（元） 出资方式

1 亿品创投 6,353,932 49,751,288 货币

2 元京投资 3,192,848 25,000,000 货币

3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18,000,000 货币

4 沃石投资 638,570 5,000,000 货币

合计 12,484,200 97,751,288 -

此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园融集团 78,402,600 74.15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4.04

3 亿品创投 6,353,932 6.01

4 元京投资 3,192,848 3.02

5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2.17

6 沃石投资 638,570 0.60

合计 105,736,800 100.00

此次增资系公司为了引入机构投资者， 扩充资金规模， 此次增资作价系以公司截至

2013年4月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基础，并结合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盈利能力协商

确定为7.83元/股。 此次增资亿品创投、元京投资、金海棠阳光、沃石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其股

东或合伙人缴纳的出资款，资金来源合法。

2、2014年4月，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4年3月28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增加注册资本1,519.1256万

元，其中南海成长、胜道投资、金海棠雨露、融银黄海以9.15元/股的价格对公司货币增资入

股，投资金额分别为5,000万元、4,600万元、2,300万元和2,000万元，合计13,900万元。

此次增资已经立信所信会师报字（2014）第112810号《验资报告》审验到位。

2014年4月28日， 公司取得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30100000002076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次增资机构及出资方式、增资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增资方 认购股份数（股） 认购金额（元） 出资方式

1 南海成长 5,464,481 50,000,000 货币

2 胜道投资 5,027,322 46,000,000 货币

3 金海棠雨露 2,513,661 23,000,000 货币

4 融银黄海 2,185,792 20,000,000 货币

合计 15,191,256 139,000,000 -

(上接A74版）

(下转A7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