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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5年

9月30日

2014年

12月31日

2013年

12月31日

2012年

12月31日

流动比率（倍） 2.24 1.59 1.69 2.00

速动比率（倍） 1.04 0.59 0.71 0.95

资产负债率 61.42% 67.48% 62.56% 54.28%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EBITDA利息保

障倍数

1.98 5.20 6.41 6.68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100% 10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100% 100%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计

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5）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6）利息偿付率=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Palm� Landscape� Architacture� Co.,� Ltd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08674XE

注册资本：550,798,600.00元

实缴资本：550,798,600.00元

注册地址：中山市小榄镇新华中路120号向明大厦11C

股票简称：棕榈园林

股票代码：002431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座23楼

邮政编码：510627

电话：020-85189003

传真：020-85189000

所属行业：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经营范围：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政工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城乡规划设计、旅游规划

设计、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园林工程监理；种植、销售：花卉苗木、阴生植物；销售：园林工程材料及园艺用

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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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的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

发行人是由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1年12月19日，当时名称为“中山市小榄棕榈园林苗圃有限公司” ，注册资金50万元，由吴华福、吴桂

昌、吴建昌、吴汉昌共同出资设立。 1993年8月2日，中山市小榄棕榈园林苗圃有限公司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万元增加至500万元、同意更名为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并于1993年9月21

日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及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2008年4月1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整体变更的方式设立广东

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5月4日，发起人吴桂昌、赖国传、黄德斌、李丕岳、林从孝、林彦、吴建昌、吴汉

昌、梁发柱、杨镜良、丁秋莲、林满扬和黄旭波共十三名自然人签署了《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

议书》，共同以发起方式设立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发起人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2007年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112,238,048.55元，按1.4207:1的比例折为7,900万股。

2008年7月18日， 根据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2008年7月9日签订

《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合同》，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2,

100万元，其中870万记入注册资本，其余1,230万记入资本公积，公司股份总数增至8,770万股。

2008年8月12日， 根据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与与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2008年8月4日签

订《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合同》，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广东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555.17万元，其中230万记入注册资本，其余325.17万元记入资本公积，公司股份总数增至9,000万股。

2010年9月13日，公司召开的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名称由“广东棕榈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变更为“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并于2010年11月16日完成工商变更。

（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2010年5月1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650号文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

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于2010年6月10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

000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00元/股，其中，网下配售600万股，网上定价发行2,4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2,0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2,000万元。

（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股本演变

2010年9月13日，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权益

分派方案为：公司以现有总股本12,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6股，并按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4

元（含税）。 2010年10月20日，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9,200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19,200万元。

2011年3月29日，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0年末总股本19,

2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1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8,400万股，注册

资本变更为38,400万元。

2013年4月17日，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

2012年末总股本38,4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46,080万股。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13年5月22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相应变更为46,080万股，注册

资本变更为46,080万元。

2013年6月13日，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共计可行权196.8万股，行权

期为2014年6月18日至2015年6月17日。 由于部分股票期权行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6,082.42万股，注册资

本变为46,082.42万元。

2015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1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8,812.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2015年2月13日，公司非公开发行

新增股份8,812.5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54,894.92万股，注册资本变为54,894.92万元。

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6月17日期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数量为184.94万股。 公司总

股本增至55,079.86万股，注册资本变为55,079.86万元。

（四）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吴桂昌、吴建昌和吴汉昌兄弟三人，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最近三年未发生变化。

（五）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 发行人近三年未发生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性资产发生实质变更的重大资

产重组情况。

三、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情况

（一）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及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247,588,388 44.95%

1、国家持股 - -

2、国有法人持股 - -

3、其他内资持股 247,588,388 44.95%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50,625,000 9.19%

境内自然人持股 196,963,388 35.76%

4、外资持股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03,210,212 55.05%

1、人民币普通股 303,210,212 55.05%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4、其他 - -

三、股份总数 550,798,600 100%

（二）发行人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有无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1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77,603,462 14.09% 17,525,866

2 赖国传 境内自然人 68,585,197 12.45% 19,585,197

3

南京栖霞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908,000 8.88% 39,908,000

4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26,002,599 4.72% 6,500,650

5

广东辉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000,000 4.54% -

6 林彦 境内自然人 16,120,221 2.93% 4,030,056

7 吴建昌 境内自然人 12,624,346 2.29% 6,087

8 张辉 境内自然人 12,500,000 2.27% -

9 李丕岳 境内自然人 11,537,400 2.09% 520,036

10 吴汉昌 境内自然人 10,824,346 1.97% 10,824,346

合计 309,705,571 56.23% 98,900,238

四、发行人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主营业务

注册

资本

持股

比例

1

杭州南粤棕

榈园林建设

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市

2006/12/21

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工程；景观设计；

花卉，苗木批发、零售

1,000 100%

2

山东棕榈园

林有限公司

山东省

聊城市

2011/3/21

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

政工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监理；种

植、销售花卉苗木、阴生植物；销售园林工

程材料及园艺用品；商业及工程投资

2,000 100%

3

棕榈园林（香

港）有限公司

香港 2011/10/6

经营、销售花卉苗木、阴生植物产品及开

展国际技术合作与研究

HKD1 100%

4

棕榈设计有

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2012/5/25

景观规划设计、环境规划设计与咨询；土

地开发服务、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策划、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城乡规划设计、旅游

规划设计、建筑设计与咨询、市政工程设

计；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5,000 100%

5

潍坊棕榈园

林职业培训

学校

山东省

潍坊市

2012/8/17

培训园林设计、景观规划、园林施工技术、

园林管理、苗圃管理等专业技术人才

500 100%

6

山东棕榈教

育咨询有限

公司

山东省

潍坊市

2012/1/11 教育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培训 1,000 100%

7

天津棕榈园

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天津市 2012/10/24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花卉、苗木批发

兼零售

200 100%

8

鞍山棕榈园

林有限公司

辽宁省

鞍山市

2013/2/5

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

政工程；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城乡规划设

计、旅游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

计；花卉苗木、阴生植物种植、销售；

园林工程材料及园艺用品销售；园林

工程监理

200 100%

9

广东盛城投

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2014/7/2

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

投资管理服务

20,

000

100%

10

棕榈园林（珠

海）有限公司

广东省

珠海市

2014/11/17

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市政工程；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城乡规划设计等；园林工

程监理、生态修复；花卉、苗木种植销售

20 100%

11

棕榈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2014/12/18 教育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培训 5,000 100%

12

英德市锦桦

园艺发展有

限公司

广东省

英德市

2006/8/7

园林绿化施工工程；景观设计；苗木种植；

苗木、机械设备及其配件销售

4,310 100%

13

山东胜伟园

林科技有限

公司

山东省

潍坊市

2003/9/6

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

政工程；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监理；种

植、销售花卉苗木、阴生植物（不含种

苗）；销售园林工程材料及园艺用品；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2,050 61%

14

棕榈建筑规

划设计（北

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3/7/16 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咨询 300 100%

15

贵安新区棕

榈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公

司

贵州省

贵安新

区

2015/4/14

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经营、旅游景区项目投

资与开发，资产管理，广告的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会议与展览服务，物业管理，企

业管理咨询

5,000 80%

16

棕榈生态城

镇科技发展

（上海）有限

公司

上海市 2015/4/20

生态城镇科技、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

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城乡规划服务，实业投

资，企业营销策划，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

工，环境工程建设工程专项设计

1,000 100%

17

Palm�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mbH

奥地利

维也纳

2015/4 建筑规划设计

EUR

3.5

100%

18

广州园汇信

息科技有限

公司

广东省

广州市

2013/3/12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花卉出租服务；企业

管理服务；公司礼仪服务；其他农业服务；

工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服务；地理

信息加工处理；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500 100%

本公司主要子公司2015年9月未/1-9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英德市锦桦园艺发展有限公司 6,981.39 6,981.31 2,641.74 1,078.45

2 棕榈园林（香港）有限公司 61,331.92 61,331.92 - 1,151.55

3 山东胜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 95,135.96 30,777.52 13,924.53 3,555.28

4 棕榈设计有限公司 20,206.00 5,121.84 4,257.36 -1,419.20

5 棕榈建筑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1,564.68 66.89 1,027.48 -12.41

6 天津棕榈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8,573.47 2,030.76 2,817.24 -57.28

7 广东盛城投资有限公司 77,628.89 18,696.11 - -1,067.20

（二）合营、联营公司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合营、联营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成立时间 经营范围

注册

资本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1

潍坊棕铁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山东省

潍坊市

2013/5/17

对外投资、园林绿化施工、市政

工程施工

15,000 50% -

2

湖南棕榈浔龙河生

态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县

2009/3/11

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环境治理

服务，农副产品的销售，旅游开

发，提供垂钓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蔬菜的种植、销售

20,000 - 40%

3

湖南浔龙河小城镇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

长沙县

2014/8/21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产管理 8,000 - 50%

4

贝尔高林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

中国

香港

1986/2/4 园林景观设计 HKD10 - 30%

5

贵州棕榈仟坤置业

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阳市

2014/11/2

6

项目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旅

游

15,000 - 40%

*注：原名贵州棕榈仟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更名

上述合营、联营公司2015年9月末/1-9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潍坊棕铁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25,772.76 21,980.92 2,008.03 912.07

2

湖南浔龙河小城镇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1,897.74 1,897.31 - -97.98

3

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37,589.62 12,605.60 89.78 -1,519.18

4

贵州棕榈仟坤置业有限

公司

39,325.24 11,211.62 - -788.27

5

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

限公司

HKD31,544.89 HKD6,310.78 HKD17,905.02 HKD6,198.83

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吴桂昌、吴建昌和吴汉昌，三人系同胞兄弟，截至2015年9月30日，三人合

计直接持有公司101,052,1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35%。 吴桂昌、吴建昌、吴汉昌均为公司创始人，自公司

成立以来，吴桂昌一直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吴桂昌、吴建昌和吴汉昌兄弟三人始终占据控股地位。 吴桂昌现任

公司的董事长，吴建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三人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所持股份是否存在争议

情况

吴桂昌 77,603,462 14.09% 否

吴建昌 12,624,346 2.29% 否

吴汉昌 10,824,346 1.97% 否

合计 101,052,154 18.35%

（二）实际控制人简介

1、吴桂昌先生、吴建昌先生简介参见本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六、发行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

2、吴汉昌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历任公司华南苗木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公司中山苗圃总经

理。

（三）控股股东与其他主要股东的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桂昌、吴建昌和吴汉昌为同胞兄弟，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其他主要股东无

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份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吴桂昌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7,603,46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09%。其中，已

质押的股份数为59,51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6.6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80%。 吴桂昌先生所

持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质押期限 本次质押股数（股）

2013年11月28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12,800,000

2014年6月25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19,300,000

2014年10月21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25,710,000

2015年9月17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1,700,000

合计 59,510,000

截至2015年9月30日，吴建昌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24,34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29%。 其中，已质押

的股份数为10,17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0.56%，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5%。 吴建昌先生所持公

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质押期限 本次质押股数（股）

2015年1月7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4,500,000

2015年6月23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5,000,000

2015年8月26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510,000

2015年8月27日起至质权人解除质押登记时止 160,000

合计 10,170,000

截至2015年9月30日，吴汉昌持有公司股份10,824,34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7%，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除发行人之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桂昌、吴建昌和吴汉昌不存在对其他企业投资的

情况。

六、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会成员9名，监事会成员3名，高级管理人员10名。

1、董事会成员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任期

吴桂昌 男 董事长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林彦 男 副董事长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林从孝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丁秋莲 女 董事、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胡永兵 男 董事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李孟尧 男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王曦 男 独立董事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包志毅 男 独立董事 2015年3月25日至2017年5月22日

吴向能 男 独立董事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公司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如下：

吴桂昌：男，中国国籍，1955年生，大专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山市小榄区棕榈苗圃场经理，广东棕

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全国风景园林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广东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兼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专业委员会主任、南方

棕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广东省湿地保护协会会长、中山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中山市总商会副会长。

林彦：男，中国国籍，1974年生，本科学历，1997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公司经理、上海

分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任英德市锦桦园艺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

经理。

林从孝：男，中国国籍，1974年生，专科学历，1997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理、工

程总监、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现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兼任杭州南粤棕榈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和总经理。

丁秋莲：女，中国国籍，1970年生，硕士，会计师，历任广州金狮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财务主管、香港上市公

司中信泰富之全资子公司广州光通通信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3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

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胡永兵：男，中国国籍，1976年生，会计学本科，暨南大学MPACC（专业会计硕士），历任阳光科密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加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董事。

李孟尧：男，中国国籍，1963年生，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2014年5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建设

银行河南省中原油田分行信贷计划科业务经理、厦门光大银行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长城证券投资银行部高

级经理、广州证券北京营业部总经理、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清算部高级副经理、证券合规部副总经理、信达

期货总经理助理、南华期货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王曦：男，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现任中国转型与开放经济研

究所所长、《世界经济》杂志编委、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

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咨询专家、广东国际经贸发展咨询协会专家，公司独立董事。

包志毅：男，中国国籍，1964年生，博士，教授，博导，历任杭州植物园副主任、浙江大学园艺系副主任、园

林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任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院长、旅游与健康学院院长；兼任高等学校风

景园林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

农业部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和中国花卉协会全国花卉咨询专家、浙江省风景园林学会副理

事长、杭州市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园林》、《风景园林》编委、浙江诚邦

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天香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

吴向能：男，中国国籍，1974年生，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

注册内部审计师， 历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与预算主管、 中国证监会广东监管局上市公司监管

员， 广东省国资委外派监事会专职监事， 现任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南海创投公司总经

理，兼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兼职副教授、广东企业财务管理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总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广

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公司

独立董事。

2、监事会成员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任期

林满扬 男 监事会主席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王海刚 男 监事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朱胜兴 男 监事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公司上述监事会成员简历如下：

林满扬：男，中国国籍，1975年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96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现任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市政事业部华南区域总经理。

王海刚：男，中国国籍，1978年生，本科学历，律师，现任本公司监事、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湖南湘联科技节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南京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监事、南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监事、南京市栖霞区汇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监事。

朱胜兴：男，中国国籍，1971年生，中专学历，1996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理、工

程总监职务，现任公司工程设计部副总经理、监事。

3、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任期

林从孝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丁秋莲 女 董事、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朱颖 女 财务总监 2015年6月26日至2017年5月22日

李孟尧 男 董事、董事会秘书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吴建昌 男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杨镜良 男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巫欲晓 男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何衍平 男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张文英 女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辛齐（XIN�QI） 男 副总经理 2014年5月23日至2017年5月22日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林从孝先生、丁秋莲女士、李孟尧先生简历参见“董事会成员简历” 。

朱颖，女，中国国籍，1979年生，本科学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 新加坡上市企业联合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2013年8月入职棕榈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总监助理、财务副总监，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吴建昌：男，中国国籍，1965年生，中专学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历任项目经理、副总经理、

监事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镜良：男，中国国籍，1972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广东省梅州市电视台记者、编辑、对外联络部主任，地中

海国际酒店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 2007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广东省棕榈园林公益基金会法定代表人、理事长。

巫欲晓：男，中国国籍，1975年生，本科学历，历任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客户经理、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信贷经

理、广州保得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11月加入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广东云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衍平：男，中国国籍，1974年生，本科学历，中级工程师，1999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

公司项目部项目经理、华东第三总监部总监、华东区域副总经理、浙江营运中心总经理、华东营运中心总经理、

工程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文英：女，中国国籍，1966年生，博士学历，教授，2003年加入广东棕榈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历任棕榈景

观规划设计院院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棕榈设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辛齐（XIN� QI）：男，奥地利籍，1963年生，清华大学建筑系工学学士、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系硕士。 历

任豪瑟兄弟高尔夫及景观亚洲区总裁、高级设计师、IBI集团中国区副总裁，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本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公司关

系

在兼职单位是

否领取薪资津

贴

王海刚 监事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持股5%以上的法人

股东

是

湖南湘联科技节能股份有限公

司

监事 无关联关系 否

南京星叶门窗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关联关系 否

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法人股东控股子公

司

否

南京兴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关联关系 否

南京市栖霞区汇锦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监事 无关联关系 否

林彦 副董事长 英德市锦华园艺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

全资子公司 否

林从孝

法定代表人

董事

总经理

杭州南粤棕榈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

执行董事

总经理

全资子公司 否

王曦 独立董事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副院长 无关联关系 是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是

珠海农商行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是

吴向能 独立董事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无关联关系 是

南海创投公司 总经理 无关联关系 否

广东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是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是

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关联关系 是

巫欲晓 副总经理 广东云天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关联关系 是

张文英 副总经理 棕榈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全资子公司 否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及债券的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债券，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单位：股

姓名 现任职务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吴桂昌 董事长 77,603,462 14.09%

林彦 副董事长 16,120,221 2.93%

林从孝 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 26,002,599 4.72%

丁秋莲 董事、副总经理 6,673,036 1.21%

胡永兵 董事 - -

李孟尧 董事、董事会秘书 - -

王曦 独立董事 - -

包志毅 独立董事 - -

吴向能 独立董事 - -

林满扬 监事会主席 3,532,840 0.64%

王海刚 监事 - -

朱胜兴 监事 - -

朱颖 财务总监 - -

吴建昌 副总经理 12,624,346 2.29%

巫欲晓 副总经理 - -

杨镜良 副总经理 6,366,960 1.16%

何衍平 副总经理 40,000 0.01%

张文英 副总经理 48,000 0.01%

辛齐 副总经理 - -

合计 149,011,464 27.05%

七、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一）发行人经营范围

发行人现行营业执照载明的经营范围为：承接园林绿化、园林建筑、喷泉、雕塑、市政工程；风景园林规划

设计、城乡规划设计、旅游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园林工程监理；种植、销售：花卉苗木、阴生植

物；销售：园林工程材料及园艺用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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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产品（或服务）用途

园林行业是对人类居住环境进行建设和优化的行业，融合设计、规划、建设和管理，通过合理地安排自然

和人工因素，借助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按照对自然资源保护和管理的原则，创造对人有益，使人身心愉快的

美好环境。 园林行业从园林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来看，可以从四个阶段来归纳各种类型的园林企业。 为园林项

目提供绿化苗木的苗圃（苗木生产商）从事苗木的生产和销售；各园林景观规划设计机构为园林项目提供设

计和咨询业务；各园林工程公司依托园林建筑材料供应商及其他单位承接园林项目施工任务；各园林管养企

事业单位为完工后的园林项目提供园林保养和维护服务。

（三）发行人所属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发行人属于“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 。

从经营范围看，发行人属于综合性园林企业，经营业务涵盖了苗木产销、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园林施工承

接与养护等园林项目实施全过程。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1）的分类标准，苗木、

花卉和其他绿化植物的生产和培育属于农业中“花卉种植” 和“其他园艺作物种植” 和林业中的“林木育种

和育苗” ，具有第一产业的特点；园林工程施工属于建筑业中的“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具有第二产业的

特点；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属于专业技术服务业中的“工程勘查设计” ，园林的维护和管养则属于公共设施管理

业中的“绿化管理” ，具有第三产业的特点。

1、园林行业概述

风景园林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运用艺术设计和工程技术手段， 通过利用和改造原有地形和地貌

（如筑山叠石、挖池理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构成一个令人赏心悦目、抒情畅怀的

游憩、居住环境。 园林包括庭园、小游园、花园、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等，随着园林学科的发展，还包括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的游览区、休养胜地及各类功能性园林如居住区园林、单位附属绿地、

城市广场公共绿地等。

2009-2013年我国城市绿地和公园绿地

单位：万公顷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我国的园林行业从传统的皇家、私家园林到解放以后的政府公共园林、改革开放后的房地产、酒店、度假

村等处的景观园林，经历了从私有到公共，从特殊产品到公共必需品，从一般的种花种草到科学的规划、艺术

性的设计及高品质的工程营造等过程， 园林品质已成为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居民整体居住环境好坏

的重要标志。 广义的城市绿地指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各种绿地，主要包括公园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附

属绿地和其他绿地。“绿地”作为城市规划专门术语，在国家现行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50137－2011）中指城市建设用地的一个大类，其中包括公园绿地、防护绿地两个种类。城市绿地和公园

绿地的发展情况基本代表了园林行业的发展情况。

目前，园林行业主要可以分为市政绿化、地产园林和生态修复等三大类。 其中市政绿化主要指的是由政

府投资建设的城市公共、小区休闲基地、生态湿地等园林工程或事业单位附近的园林工程等项目。 地产园林

主要是由房地产公司投资建设的高档小区、别墅、酒店、度假村等周边园林绿化建设项目。 生态修复绿化工程

主要指通过认为构建植被，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主要是开采后的矿场废址、开凿公路和铁路等裸露的山

体边坡等）进行辅助修复，从而使其逐步恢复或者逐步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从产业链来看，园林行业中包括上游的园林绿化苗木种植、中游的园林环境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和下

游的园林养护等四个方面。 其中，中游的景观设计、工程建设在绝大程度上决定了园林绿化项目的效果和质

量，是整个产业链的核心环节。

2、园林行业现状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由于以往对城市环境的保护力度及城市园林绿化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

了部分城市的生态环境被破坏。 城市园林绿化作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越

来越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重视。 同时，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住舒适感和房地产消费水平

升级的要求刺激了园林绿化率不断上升。此外，国家城市规划政策和“园林城市” 、“生态城市”等标准也让地

方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重视园林的营造。 上述因素都为园林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通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完善为园林行业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1992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绿化条例》，园林行业的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对园林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并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

的通知》，使得各级政府对城市绿化工作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全社会广泛参与城市绿化的热潮开始形成，园

林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2011年6月， 全国绿化委员会、 国家林业局通过 《全国造林绿化规划纲要

（2011—2020年）》，提出了未来10年全国造林绿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建设重点等。 2012

年11月，住建部下发《关于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城市园

林绿化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等、推动园林行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重要部署。 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动员全党、全社会积极行动、深入持久

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近年来随着政府的引导，越来越多的城市、县区将园林

绿化建设作为发展规划的重点之一，不断加大园林绿化的投入，积极开展创建园林小区、园林单位，为公共园

林行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居民对人居环境要求的提高促进园林行业的发展

2009-2013年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投资额及增长率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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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建设也逐

渐从仅仅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营造“现代”的建筑外观形象向关心、改善和优化人居环境方面转变。 在创建

文明城市、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等理念的不断推广和实践下，园林企业已经成为现代城镇人居环境的优化者

和城市自然休闲空间的缔造者。 园林绿化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应有地位得到政府部门和国内社

会公众的广泛认同，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各方对园林绿化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为居民提供游憩空间、美化市容、

创造城市减灾避灾条件、促进郊区农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缩小城乡差别，以及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

高度重视和一致认同，这种认同性为我国城市园林行业的健康发展缔造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园林行业成为具

有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投资额基本反映了园林行业的市场容量和发展空间。 近年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

投资额受宏观经济、 政府政策影响波动较大， 如2010年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投资额达2,670.60亿元，较

2009年增幅达134.75%，2011年又回落到1,991.94亿元，降幅达25.41%。但是总体上看，2013年我国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投资额达2,234.86亿元，相较于2004年的359.46亿元，十年间年复合增长率达20%，与近年来我国园

林行业的快速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园林行业日益增大的市场容量和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3）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为园林行业带来发展空间

房地产行业是园林行业重要的下游产业，根据《城市绿化条例》及配套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

定》，“新建居住区绿地占居住区总用地比率须达30%以上” ，这一规定在房地产用地报建审批环节就保证了

园林绿化的投入。

2009-2014年房地产投资额及增长率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近年来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国家推行居民住宅商品化和市场化，我国房地产开发发展非常迅速，

2009年至2014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从36,241.81亿元增加到95,035.6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7.43%，

房地产住宅投资额从25,613.69亿元增加到64,352.1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16.60%。

此外，星级酒店、别墅园林、旅游度假区的投资力度也逐渐加大，为地产景观园林带来较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园林绿化丰富、景观效果出色的房

地产项目受到人们的欢迎，将大幅提升房地产项目的价值，因此房地产开发商在园林景观方面的投入也越来

越大。

3、园林行业特征

（1）资金密集型特征

园林行业企业从项目招标、景观规划设计、原材料采购，到工程施工、项目维修质保、绿化养护等各个业务

环节，都需要资金支持运行，而上下游领域的结算存在时间差异，导致园林企业在项目施工和养护管理过程

中占用了大量运营资金。 上述客观情况决定了园林行业具有资金密集型的特征。

（2）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特征

在园林工程施工和绿化养护项目中，生产经营活动主要依靠大量劳动力的使用，为了满足不同发包方对

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以及对精湛园艺品质的不同追求，必须保留或采用大量的人工作业。 因此，园林工程

施工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

经过多年的发展，园林工程施工和绿化养护所需的专业人才需求正朝着多层次和多样化方向发展，技术

结构已经表现出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方向的转变。 传统的手工操作、车拉马耕的小农园林经营和管理

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具有操作能力、管理能力、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专业高等技术

应用人才，并配之以现代工程的技术管理体系。

在园林景观设计领域，则更多是依赖设计师的天赋和灵感，并结合地域、地貌和整体布局，以完成园林景

观的设计项目，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特点。

（3）周期性特征

城市园林绿化水平与一个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 一般来说，在满足基本发展需

要的基础之上，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等各类投资主体才更注重环境保护和园林绿化；而且，在我国国民经济总

体发展态势良好时，各类投资主体的可支配收入相对较高，在园林绿化方面的投资也相对较大。 因此，总体上

讲，园林绿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周期具有一致性。 园林行业也会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周

期进行波动，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时，地产景观项目就会减少，反之，当调控放缓时，地产景观项目就

会随房地产项目的增加而增加。

（4）季节性特征

苗木的种植与苗木资源在园林工程施工中的配置受季节性影响。 在冬季土壤基本不冻结的西南、 华南、

华中和华东等地区，可以实现冬植，如以广东为例，气温最低的1月份平均气温仍在13摄氏度以上，无气候上

的冬季，从1月份开始就可以栽植常绿深根性树种，2月即可全面开展植树工作。 对于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而言，

我国北方地区由于受寒冷气候影响，冬季属于园林工程施工业务的淡季，而南方地区因冬季温度相对较高，

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基本不受季节性影响。 此外，气候、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也可能直接影响园林工程施

工的可行性和施工周期，如旱涝、冷暖天气都将会影响到绿化施工的进度。

（5）区域性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园林行业的发达程度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具有明显

的差异。 如以深、穗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及海南等其他沿海省份，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地区和以沪、浙、苏

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等，园林绿地面积和绿化覆盖率居全国前列；相应地，园林绿化项目和园林行业企业的

数量也比较多，园林行业产值也相对较高。 同时，由于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差异，对园林设计施工的风格要求也

有所不同，此外，在苗木的种植和使用上，也体现出了区域性的特点，不同苗木适应的生长环境不同，与当地的

土壤、气候、水源都有直接的关系。

4、园林行业发展趋势

（1）建设“生态文明” 为园林行业的发展提供历史机遇

2007年，国家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消费模式”的园林建设理念。 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

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

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

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持续推动对园林建设的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末，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4.77%左右，与发达国家平均75%的城

市化率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4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到7.49亿（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占全国

人口的54.77%。 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对城市的生态环境要求越来越高，对城市管理者来说，

不断发展提升城市园林的绿化水平，是维持城市化进程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3）“园林城市”建设为园林行业提供发展空间

国家住建部、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等先后出台了国家园林城市（区）（1992年起）、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园林城镇、国家森林城市（2004年起）、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区）（2003年起）、全国绿化模范县（市）

等称号的评比评审办法，并分别以城市街道绿化普及率、达标率、居住区绿化面积、园林式居住区占比、园林绿

化达标单位、城市公园绿化面积、城市森林覆盖率、城市森林自然度、水岸绿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

绿化覆盖率等作为考察内容，督促各个城市（区、县）改善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提高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加强节

约型、生态型园林绿化建设。截至2014年底，共有17批323个城市（区）通过了住建部的验收，被命名为国家园

林城市（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生存环境的关注日益增强。 创建“园林城市、宜居

城市”的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所接纳，以创建园林城市为契机，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园林绿化工程的

发展，如建设城市绿道、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等。

（4）我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市政园林的投入

近年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持了快速增长，各级政府对园林环境的建设投资保持了持续的增长，目

前，政府对公共绿化的投入还多是政府直接投资，一些地区的一些项目则开始尝试采取BT模式的运作方式。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年20号），明确规定“放宽社会资本

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各级政府要创

造条件，利用特许权经营、投资补助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社会资本参与有合理回报和一定投资回

收能力的公益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国未来的公共园林市场，在政府引导前提下，将会更多的采用

多渠道、多元化的发展方式。

（5）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带动地产景观园林市场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宜居性” 的要求也不断增加，园林绿化和景观的

水平，往往影响房价的高低，这就使得房地产企业越来越重视对园林景观建设的投入，园林绿化景观也成为

当前开发商增加地产项目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园林设计的创意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部

分优秀的园林景观成为楼盘包装的主要卖点，往往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 在市场的驱动下，住宅区园林

景观的投入越来越大。 同时，我国星级酒店、别墅园林、旅游度假区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重点景区景点的

休闲度假区园林绿化工程发展迅速。

（6）绿化养护管理是园林行业远期的重要支撑点

园林绿化“三分建，七分管” ，园林绿地的建成并不代表园林景观的完成，只有通过高质量、高品质的园林

养护，园林景观才能逐渐的形成与完美。当前，我国园林行业已经走过了“注重园林建设，轻视养护管理”的发

展阶段，园林绿化养护管理作为园林行业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发展迅猛，蕴含

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发行人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

1、发行人的行业地位

公司具有城市园林绿化壹级企业资质和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 目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房地

产园林、政府公共园林、休闲度假园林项目的设计和施工，经营区域包括华东、华南、华北、西南及华中等地区，

资产规模、经营业绩、业务水平、市场品牌等在行业中均居前列，在业内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和品牌知名度。

根据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园林与古建筑施工分会、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园林工程分会开展的“全国2014年度城市

绿化企业50强”评选活动，公司2014年营业收入排名第一，占前50强营业收入合计的7.85%。

2、发行人面临的主要竞争

园林行业自上世纪90年代全面发展以来，目前已逐步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但由于行业门槛相对较

低，企业数量众多，本行业市场竞争比较激烈。 虽然在园林工程的设计、施工能力、综合配套服务等方面拥有

和发行人相近综合实力的优秀企业并不多，但由于行业内企业数量众多、良莠不齐，对园林市场的良性竞争

和有序发展构成一定的影响。 尽管与同行业其他企业相比，公司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但该行业集中度较低，

激烈的市场竞争可能降低本公司的市场份额，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增长，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将受到挑战。

此外，在园林景观设计方面，国际上知名的园林设计公司进入我国的园林设计市场，带来了全新的设计理

念、管理模式，与本土企业包括本公司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园林设计领域，公司也将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

险。

3、园林行业发展机遇

当前，在国家提出“生态文明” 和“新型城镇化” 的国策、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和

“美丽中国”的建设的宏观背景下，园林行业升级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园林行业仍有一轮快速发

展的黄金期。在原有的园林业务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生态建设将迎来发展高潮。目前，PPP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新型城镇化示范项目潜力显现，园林公司不仅在园林工程方面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将会打开生态系

统全面发展空间，园林企业将会在更大的生态建设平台上发挥积极作用，整个行业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

资源整合和竞争加剧的新时期。

（五）发行人的经营方针及战略

2014年以来，公司正式确立了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即在继续发展壮大传统园林业务的基础上，以国家

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逐步培育发展生态城镇的规划、建设、运营的综合服务能力，将公司逐步打造成国内

一流的生态城镇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从单纯制造输出“设计施工产品” 的初级业务形态，拓展升级为输出

“创意、品牌、标准、服务” 为主体的高价值业务形态，力使棕榈园林成为中国园林行业中的城镇化建设先行

者，取得市场领先优势。

公司按照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一手抓传统业务的管理升级，从业务生产型企业向管理运营型企业转变，

通过调整中高层管理人员和管理激励体制激活传统业务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一手抓转型业务快速推进，围

绕“生态城镇”这一核心转型业务的能力要求，打造和提出“3+1”的技术体系，“3”即泛规划设计能力（包含

城乡规划、生态景观与工程设计、节能环保工程设计等）、环境综合治理能力（包含水处理、土壤修复、垃圾固

废处理等）、智慧城镇技术支持与运营能力（包含智慧城镇管理、智慧社区服务、智慧市政设施等），“+1” 指

将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物联网工具结合的运用能力（互联网绿地系统、大数据采集系统等基于互联网的新型

业态）。 通过联盟、协作、并购等手段尽快地将公司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综合环境服务商，搭建生态城镇系统

技术集成平台，推进生态城镇业务的快速落地。

（六）发行人主营收入构成情况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园林景观设计和园林工程施工业务，主要为房地产景观工程、高端休闲度假区地产园

林工程及政府公共园林工程等项目提供园林景观设计和园林工程施工服务，此外，公司也从事苗木的种植与

经营。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园林工程收入 256,741.90 85.49 464,067.32 92.75 399,376.16 93.02 288,854.89 90.54

园林设计收入 10,848.47 3.61 24,307.16 4.86 20,187.80 4.70 19,156.18 6.00

苗木销售收入 32,735.08 10.90 11,980.75 2.39 9,794.54 2.28 11,041.20 3.46

合计 300,325.45 100.00 500,355.23 100.00 429,358.49 100.00 319,052.27 100.00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319,052.27万元、429,358.49

万元、500,355.23万元和300,325.45万元，其中，园林工程施工收入分别为288,854.89万元、399,376.20万元、

464,067.32万元和256,741.90万元， 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0.54%、92.03%、92.75%和85.49%，

是公司最主要的业务收入来源。 2012-2014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25.23%，其中，园

林施工业务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26.75%。 2015年1-9月份，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9.03%，园林施工业务较去年同期下滑16.81%。

公司的园林工程施工业务由地产园林业务和市政园林业务构成。 作为国内地产园林的龙头企业之一，公

司品牌知名度高、资质齐全、跨区域经营优势明显，地产园林业务也构成是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 同时，随着

公司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近年公司在巩固地产园林业务基础上，逐步加大了市政园林业务的开拓力度，公

司具备较强的市政园林项目承接能力，市政园林业务具备较好的发展空间，已成为公司新的收入和利润增长

点。

报告期内，公司园林工程收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园林工程

2015年1-9月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地产园林收

入

174,626.81 68.02 317,348.10 68.38 295,114.59 73.89 245,192.07 84.89

市政园林收

入

82,115.09 31.98 146,719.22 31.62 104,261.57 26.11 43,662.82 15.11

合计 256,741.90 100.00 464,067.32 100.00 399,376.16 100.00 288,854.89 100.00

从园林工程收入业务构成来看，地产园林依然是公司园林工程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报告期内在园林工程

收入中占比呈逐年下降趋势，体现了公司以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契机制定自身的战略转型方向，贯彻提高

生态城镇规划、建设、运营的综合服务能力、转型生态城镇综合服务商的发展战略。 2015年以来公司大力推

进生态城镇建设项目及以PPP模式为核心的市政园林项目，相较于传统的BT模式，政府与社会主体通过PPP

模式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

小，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压力较大的情况下，PPP模式作为新型投融资模式逐渐发展成熟并受到各级政

府的青睐。 公司凭借自身在生态城镇建设及市政园林行业的竞争优势，抓住机遇与各地方政府签订了系列

PPP项目框架合作协议。 随着PPP项目后续合同、订单落地，公司市政园林项目业绩将逐步体现并带动公司未

来整体业绩的回升。 2015年以来公司签订的主要PPP项目协议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告日期 协议 总投资规模

1 2015/5/5

漯河市沙澧河开发二期工程PPP模式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书

约40亿元

2 2015/5/15 保定市生态景观及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约20亿元

3 2015/7/13 吉首市项目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约20亿元

4 2015/10/15 江油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暂定20亿元

5 2015/11/10 时光太湖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约40亿元

6 2015/11/24

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

项目

14.22亿元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整理

报告期内，公司园林施工业务完成主要项目及实现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现收入

1 山东白浪河环境综合整治开发北辰绿洲景观工程 9,700.98

2 长春万科柏翠园一期 6,358.66

3 绍兴金色家园 4,656.90

4 新校区建设工程景观绿化施工 4,536.21

5 滨江万家星城3期A标室外景观改造及B表室外景观绿化工程 4,344.03

6 滨江城市之星园林景观二期工程 3,823.67

7 华为成都软件工厂项目之软质绿化分包工程 3,468.70

8 滨江衢州春江月项目景观工程 3,386.23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资料整理

公司目前在建主要园林工程施工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价款

1 白浪河入海口景观绿化BT项目 65,000

2 兴业环城大道绿化设计施工项目一期 42,438

3 广东五华县琴江流域生态景观及配套设施建设BT项目 39,727

4 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四期 22,800

5 鞍山市鞍山路四标段、建国大道第一标段景观工程 17,866

6 郑东新区龙河生态绿化建设（一期）工程 17,526

7 聊城徒骇河景观工程一期 15,000

8 遂宁世界荷花博览园核心区（圣莲岛）建设项目 12,546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资料整理

园林设计方面，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园林设计业务的股权收购和内部整合力度，进一步提升了园林设计业

务的竞争力，业务涵盖土地咨询、策划、规划、建筑、景观等，形成规划（Planning）、建筑（Architecture）、景

观（Landscape）、资源管理（Management� of� Resources）为一体的P-A-L-M业务平台，形成园林设计完

整的产业链，推动了业务的持续发展。 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1-9月，公司园林设计业务收

入分别为19,156.18万元、20,187.80万元、24,307.16万元和10,848.47万元。 2012-2014年度，公司园林设计

业务收入持续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12.65%。 2015年1-9月份，受宏观经济因素及公司园林施工业务业绩影

响，公司园林设计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下滑31.58%。

苗木销售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培育，截至2015年9月末，公司在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等地拥有

苗圃约1.23万亩。近年来，随着公司苗圃基地的成熟，公司苗木外销规模逐步扩大。2012年度、2013年度、2014

年度和2015年1-9月， 公司分别实现苗木销售收入11,041.20万元、9,794.54万元、11,980.75万元和32,

735.08万元。 2015年1-9月，按照公司转型升级的战略要求，为实现去库存、轻资产化的战略目标，公司苗木外

销规模进一步扩大，苗木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480.22%。

（七）主要产品或服务上下游产业链情况

1、园林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

园林行业的上游主要为工程施工所需原材料的供应商，主要包括苗木供应商、园林建筑材料供应商和水

电材料及设备供应商。 园林行业的下游为园林景观产品及服务的采购者，主要包括各级政府及所属企事业单

位、房地产开发商、基础建设投资商等。 园林行业上下游关联性见下图：

园林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图示

2、主要客户情况

发行人的主要客户是房地产开发商、酒店业主和政府部门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等。

2015年1-9月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销售额 营业收入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客户 20,259.08 6.74% 否

第二大客户 13,982.20 4.65% 否

第三大客户 13,132.86 4.37% 否

第四大客户 11,086.48 3.69% 否

第五大客户 10,089.16 3.35% 否

合计 68,549.78 22.80%

2014年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销售额 营业收入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客户 26,363.37 5.27% 否

第二大客户 24,810.73 4.95% 否

第三大客户 24,032.44 4.80% 否

第四大客户 20,915.46 4.18% 否

第五大客户 20,780.13 4.15% 否

合计 116,902.14 23.35%

2013年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销售额 营业收入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客户 22,278.18 5.18% 否

第二大客户 20,054.32 4.67% 否

第三大客户 18,873.41 4.39% 否

第四大客户 18,198.51 4.23% 否

第五大客户 15,231.07 3.54% 否

合计 94,635.49 22.01%

2012年前五名客户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销售额 营业收入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客户 20,158.41 6.31% 否

第二大客户 18,430.21 5.77% 否

第三大客户 18,038.94 5.65% 是

第四大客户 12,506.23 3.92% 否

第五大客户 12,450.16 3.90% 否

合计 81,583.95 25.55%

3、原材料及主要供应商

发行人园林工程施工对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包括绿化材料、饰面材料、结构材料及其他材料。 其中，绿化

材料包括各类地被、灌木、乔木、花卉等，饰面材料石材、地面砖等，结构材料包括钢筋、水泥、砂石、建筑用砖

等，其他材料包括水电五金、工具、杂物等。

2015年1-9月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和采购总额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采购额 采购总额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供应商 9,440.39 4.49% 否

第二大供应商 6,168.51 2.93% 否

第三大供应商 5,092.29 2.42% 否

第四大供应商 3,925.21 1.87% 否

第五大供应商 2,973.14 1.41% 否

合计 27,599.54 13.12%

2014年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和采购总额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采购额 采购总额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供应商 23,644.13 6.79% 否

第二大供应商 11,253.72 3.23% 否

第三大供应商 7,768.01 2.23% 否

第四大供应商 6,051.91 1.74% 否

第五大供应商 4,061.60 1.17% 否

合计 52,779.38 15.16%

2013年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和采购总额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采购额 采购总额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供应商 23,030.26 8.10% 否

第二大供应商 8,233.12 2.90% 否

第三大供应商 8,153.15 2.87% 否

第四大供应商 2,734.59 0.96% 否

第五大供应商 2,474.02 0.87% 否

合计 44,625.14 15.70%

2012年前五名供应商的采购额和采购总额占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采购额 采购总额占比 是否关联方

第一大供应商 21,580.16 10.71% 否

第二大供应商 2,331.44 1.16% 否

第三大供应商 2,090.40 1.04% 否

第四大供应商 1,729.86 0.86% 否

第五大供应商 1,661.04 0.82% 否

合计 29,392.91 14.58%

（八）发行人业务经营资质情况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8月1日起施行）规定，原建设部于1995年出台了《城市园林

绿化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和《城市园林绿化资质标准》，其中明确规定对城市园林绿化企业实行资质审查发

证管理，相关资质标准分级进行，并统一印制《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证书》。 资质评定内容涵盖企业人员素

质、技术及管理水平、工程设备、资金及效益情况、承包经营能力和建设业绩等。 2009年10月，住建部出台了

《城市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等级标准》，调整了原有相关标准。

此外，根据原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2007年9月1日起实施）规定，从事工程

设计活动的企业，应当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设计业绩等条件申请资质，经审查

合格，取得工程设计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从事工程设计活动。 工程设计资质可分为工程设计

综合资质、工程设计行业资质、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等，其中取得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事

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公司的业务涵盖了风景园林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包括景观规划设计与咨询、园林工程施工与养护、园林苗

木生产与销售、园林技术与材料的研发等。 公司具有住建部颁发的城市园林绿化壹级资质、风景园林工程设

计专项甲级资质。

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一）公司的组织结构

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分

权与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董事会下设发展战

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并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细则。 管理层对董事会

负责，总裁在董事会的领导下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监事会是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

公司自设立以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等机构及人员均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的相关规定，有效地进行运作并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的内设部门组织结构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股东大会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了12次股东大会，历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编号 召开时间

1 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2年4月23日

2 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2年8月6日

3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3年4月17日

4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3年6月13日

5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4年4月22日

6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1月15日

7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5月23日

8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6月10日

9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4年11月14日

10 2014年度股东大会 2015年5月11日

11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3月25日

12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年6月1日

（三）董事会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了44次董事会，历次董事会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编号 召开时间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2年3月5日

2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2年3月29日

3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12年4月26日

4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2年6月27日

5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2年7月13日

6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2年8月15日

7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2年10月23日

8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3年1月24日

9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3年2月4日

10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3年3月25日

1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3年4月12日

12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3年4月25日

13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3年5月23日

14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2013年6月14日

15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2013年6月18日

16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13年7月9日

17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2013年7月29日

18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2013年10月14日

19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2013年10月28日

20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2013年12月30日

2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2014年3月26日

22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2014年4月25日

23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2014年5月7日

24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4年5月23日

25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4年6月6日

26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4年6月13日

27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4年6月20日

28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4年7月29日

29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4年8月27日

30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4年9月15日

31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4年9月23日

32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4年10月27日

33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4年11月25日

34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5年1月5日

35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5年2月2日

36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5年2月14日

37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15年3月6日

38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5年3月26日

39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5年4月13日

40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5年4月27日

41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5年5月15日

42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5年6月26日

43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5年2月28日

44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5年9月18日

（四）监事会运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共召开了27次监事会，历次监事会召开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编号 召开时间

1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2年3月29日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2年4月26日

3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2年7月13日

4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2年8月15日

5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2012年10月23日

6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3年3月25日

7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3年4月12日

8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2013年4月25日

9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3年5月28日

10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3年6月18日

11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3年7月9日

12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2013年7月29日

13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3年10月28日

14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3年12月30日

15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4年3月26日

16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4年4月25日

17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4年5月7日

18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2014年5月23日

19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4年6月13日

20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2014年6月20日

21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2014年7月29日

22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14年8月27日

23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14年9月23日

24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14年10月27日

25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15年4月13日

26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5年4月27日

27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2015年6月26日

九、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违法违规情况

（一）公司最近三年内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最近三年内，公司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违法违规及受处罚的情况

截至募集说明书签署日，最近三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法违规及接受处罚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是否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2、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3、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

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4、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

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5、个人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上述情况，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发行人成立以来，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范运作，逐步建立健全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在资

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独立于公司各股东，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

力。

（一）资产独立

发行人独立建账管理，拥有独立、完整的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包括机器设备、房产与建筑物等固定资产和

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具有独立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系统。发行人的资产完全独

立，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 发行人不存在与各股东共用资产的情况，不存在以资产、权益或信誉为股东担保的

情形，也不存在公司资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而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二）人员独立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均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董事、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由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公司工作、领取薪酬，不存在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任除董事、监事之外职务及领取薪酬的情形，也未在与公司业

务相同或相似、或存在其他利益冲突的企业任职。 发行人财务人员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中兼职的情形。 发行人设立了独立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独立进行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并已经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建立了独立的劳动、人事和分配管理制度，以及独立的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与

公司员工均签订了劳动合同。

（三）财务独立

发行人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了专门的财务人员，制订了《财务管理制度》等财务管理类内部控

制制度，建立了独立、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发行人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 公司依法独立纳税，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四）机构独立

发行人依法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各机构均独立于公司股东。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规范有效，并建立了独立于股东、适应自身发展需要的组织机构，各部门职能明确，形成了独立、完

善的管理机构。 未发生控股股东和其他股东干预公司机构设置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

（五）业务独立

发行人主要发起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吴桂昌先生、吴建昌先生、吴汉昌先生，除本公司外没有

对其他公司进行投资，因此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此外，发行人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独立对外签订合同，开展业务，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或者第三方不存在重大依赖的情形。

综上，发行人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等方面均与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相互独立，具有独

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十一、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发行人主要关联方包括：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请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发行人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

2、发行人的子公司、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

本公司的子公司、合营和联营企业情况基本情况，请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四、

发行人对其他企业的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 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情况，请参见募集说明书“第

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之“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

3、其他关联方

报告期内，除上述关联方外，发行人其他关联方如下：

关联方 与本公司关系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5%以上的法人股东

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物业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股东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鞍山云投高铁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原本公司持股15%的被投资方

杭州万家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阳光海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万家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金色蓝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上虞滨江城市之星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千岛湖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新城时代广场房产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曙光之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三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上虞亚厦金色家园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绍兴滨江蓝庭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金华滨江蓝庭置业有限公司 原法人股东杭州滨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

桂林棕榈仟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原本公司持股40%的被投资方

注：1、发行人对鞍山云投高铁新城置业有限公司的投资已于2014年8月转让

2、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权已于2011年8月转让

3、2015年9月，因其他股东对桂林棕榈仟坤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增资致发行人对该公司持股比例降至

10%以下

（二）关联交易情况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15年

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贝尔高林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设计服务 - 169.48 - -

合计 - 169.48 - -

2、出售商品、提供劳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15年

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978.36 1,893.92 1,474.90 1,319.2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3,322.29 4,764.89 8,429.11 201.50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617.00 758.30 1,702.51 206.99

湖南棕榈浔龙河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工程施工 2,251.33 230.21 - -

苏州栖霞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施工 - - - -29.16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70.70

南京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129.62

杭州万家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 - - 4,722.56

杭州滨江盛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工程施工 - - - 1,025.60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968.88

绍兴滨江镜湖置业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4,223.50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衢州置业有限

公司

工程施工 - - - 3,386.23

上虞亚厦金色家园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3,239.59

杭州滨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施工 - - - 1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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