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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道树和景观树之一。

该品种的具体特征如下：

6、秋红枫 F6

秋红枫?F6是枫彩生态依靠多年积累的克隆技术繁育的大型彩色乔木园艺品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

值；该品种长势均匀一致，树型直立向上，茂密丰满，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同时，该品种吸收二氧化碳

（CO2）和二氧化硫（SO2）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环保价值。 多年实践证明，该品种是目前全球最优秀

的行道树和景观树之一。

该品种的具体特征如下：

7、秋红枫 F7

秋红枫?F7是枫彩生态依靠多年积累的克隆技术繁育的大型彩色乔木园艺品种，具有较高的经济价

值；该品种长势均匀一致，树型直立向上，茂密丰满，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同时，该品种吸收二氧化碳

（CO2）和二氧化硫（SO2）能力较强，具有较高的环保价值。 多年实践证明，该品种是目前全球最优秀

的行道树和景观树之一。

该品种的具体特征如下：

8、火焰波姬槭

火焰波姬槭的具体特征如下：

9、北美耐寒枫香

北美耐寒枫香的具体特征如下：

10、海棠系列

海棠系列的具体特征如下：

11、梨花系列

梨花系列的具体特征如下：

12、蓝杉

蓝杉的具体特征如下：

（三）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1、组织培养

组织培养，是指在无菌条件下，将离体的植物组织小块置于适宜的人工培养和环境条件下进行无菌

培养，使培养体逐步分化出器官，一个组织或单个细胞接种到培养基，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包括营养、

激素、温度、光照等）进行培养，使其形成完整植株的过程。 组织培养一般包括切割接种、瓶苗繁殖、炼苗

复壮三个阶段。

枫彩生态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组织培养实验室，占地面积195亩，由一栋组培实验室、两栋双胆智能

温室、两栋智能玻璃温室、一栋冷库以及一处储存仓库组成，具备组培、繁育、复壮、研发、展示等多种功

能，是枫彩生态的技术核心和生产流程的起点。通过实验室内精准的环境控制系统对幼苗生理环境条件

进行控制，使苗木生长不受或很少受外界自然条件制约，能够实现苗木连续生产和快速繁殖。 通过组培

可以大幅提高单位土地利用率、产出率和经济效益，使苗木生产安全无污染，生产操作省时省力。

①接种切割

枫彩生态将优质观赏花木品种利用细胞技术组织培养，在组培实验室的无菌环境下，由人工进行细

胞级切割操作，通过破坏植物细胞壁，并依次经过脱毒、诱导、增殖、状苗、发根等程序， 保障优质种源产

业化生产的遗传稳定性。

接种切割的工艺流程及实验室实景详见下图：

②瓶苗繁殖

上述经过无菌切割后的发根苗，接种于特制的容器———繁殖瓶中，称为“瓶苗” 。 根据不同品种和习

性，每瓶含苗15-40株不等。 繁殖瓶由富含植物所需的各种养分的培养基填充，一般含有碳源、氮源、无

机盐、生长素、水分以及二氧化碳等必需养分，不同的品种需要不同的配方。 制作好的瓶苗统一存放于封

闭、无菌的培养室内培养，利用人造光源管模拟阳光照射，温度、湿度可控。 经过大约3周左右的培养，种

苗细胞增殖一次，然后取出再次进行无菌切割操作，如此反复操作，扩繁到一定数量后，即可进入下一阶

段。

瓶苗繁殖阶段的工艺流程及实验室实景详见下图：

③炼苗复壮

在瓶苗阶段完成繁殖步骤后，种苗被移植到双胆温室，目的是为了让种苗开始适应自然环境，并从

无菌环境向有菌环境过渡。 按照生产计划，瓶苗被分批次移植至双胆温室，温室内的光线、温度、湿度、水

分、肥料、空气由人工调控，双胆温室带有地暖控温和双胆控温控湿，一方面可以不受季节因素所限，另

一方面可以让瓶苗逐渐适应自然环境，同时智能化管理，节能、环保、低碳。经过2周至3个月左右的炼苗，

种苗长至10cm左右，选取茎杆粗壮、节位稀疏的优质种苗，淘汰弱苗，然后进入下一阶段。

炼苗复壮阶段的工艺流程及炼苗大棚实景详见下图：

2、容器苗培育

在幼苗经过炼苗复壮、适应自然气候后，可移至容器在自然环境中生长，在器中以椰糠、草炭和缓释

肥作为养料供给，此时的幼苗被称为容器苗。 容器苗的特点是节省空间，用配方基质优化苗木培育基的

物理结构，并保障养分供给，便于精细化管理，而且，全根移栽，有效缩短了培育周期，并可经冷库储存，

延长栽植周期，是下到大田种植的之前一步。 容器苗高度一般在30-200cm不等，易于储存，长到100cm

时即可下大田种植，一般不超过200cm。 从实验室组培到在容器苗中生长至100-200cm状态仅需1年，

与传统培育方式相比，培育周期缩短1年。 由于容器苗全根移栽，避免了断根移栽需要的缓苗期，配置水

肥一体化管理，苗木的培育周期可再缩短1-2年，容器苗培育阶段的主要工作分为栽植和养护两个部分。

该阶段工艺流程及容器苗管理中心实景如下图所示：

3、大田种植

在完成实验室组织培养、温室炼苗和容器苗生长之后，苗木即可下大田种植。 初下大田时，植株行间

距一般在2m×0.4m，待植株生长2-3年后，将苗木重新定植，使苗木行株距按3m×2m，以满足其生长的

空间需求。 移栽至大田的幼苗树径长至6cm时，一般需要5-6年，树径长至8cm时，一般需要7-8年。

大田种植阶段工艺流程及园区实景如下图所示：

枫彩生态的生产园区从栽苗到起苗均实现机械化操作， 并全部安装了先进的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能

滴灌系统，大田种植已完全覆盖现代化管理系统。 仅土壤整理要机械化完成：地形落差排水整理、深松、

深翻、粉碎、耙平、养分改良、酸碱调整、细碎。

枫彩生态使用的机械化设施实景如下图所示。

4、起苗出圃

枫彩生态采用现代化起苗机，全程机械化操作。 树径在9cm以下的苗木使用旋转式起苗机，树径在

9cm以上的苗木使用液压式起苗机， 保证每株起苗土球的直径达到规范的要求， 并将土球用铁丝框固

定，辅以可降解麻袋捆扎，确保运输途中不发生散球。 全程机械化操作可使起苗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并

能保证土球质量，且土球规格一致，便于运输。

起苗阶段工艺流程及作业实景如下图所示。

5、销售运输

根据客户订单，枫彩生态由就近的园区选择合适规格的苗木进行起苗、包装、装车后，运输至采购合

同指定的交货地点。 根据枫彩生态的销售协议约定，枫彩生态负责起苗、包装及装车的费用，运输费用一

般由采购方承担。

（四）主要经营模式

基于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 背景，为抓住新的发展契机，并结合自身近十年

的彩色苗木培育所形成的规模、产品种类以及组培技术等方面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枫彩生态近年来开始

积极主动寻求、探索并完善新型业务模式，逐步由传统的彩色苗木直接销售模式发展成为建设、开发和

运营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经营模式，该商业模式属于典型的平台型模式，具备打造成现代农业、观光旅

游等多功能彩色生态平台的能力，能够拓宽枫彩生态业务领域以及盈利模式。 同时，枫彩生态作为彩色

生态平台投资商以及管理服务商参与当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当地旅游休闲产业发展。

枫彩生态由传统的彩色苗木直接销售模式发展成为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建设和运营的模式主要历

经以下几个重要发展阶段：

业务模式 发展阶段 模式特点

传统苗木种植销售模式 2006-2011年

（1）种植基地较为分散，规模效应不明显；

（2）客户来源较为分散，针对性不强。

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建

设和运营模式

初期阶段

（2011-2013年）

（1）种植基地较为集中，规模效应较为明显；

（2）作为中高端彩色苗木提供商，并积极参与当地生态旅游

建设。

成型阶段

（2013-2015年）

（1）枫彩生态作为彩色生态平台建设和运营商；

（2）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是集种植、观光旅游、生态文明建设

一体的平台。 规模效应明显，并能拓宽枫彩生态业务领域以及盈

利模式。

1、传统苗木种植销售模式

枫彩生态早期培育彩色苗木时，因其处于起步阶段，资金投入和生产规模等方面受限，种植基地分

布较为分散，总体占地面积不大，同时苗木数量及种类均较少。 基于植物的自然属性而需要漫长的自然

生长周期，在此阶段，枫彩生态逐步积累组培研发、大田种植管理等方面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其向规模化

生产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由于彩色苗木市场处在培育期，此阶段销售主要表现为一次性，客户来源较为分散。 基于

加强并凸显自身先发优势和建设彩色生态观光旅游大景区考虑，此阶段后期，枫彩生态逐渐减少大规格

彩色苗木的销售，保持并提高大规格彩色苗木的储备。

此阶段已销售项目的实景如下图所示：

2、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建设、开发、运营模式

近年来，国内花木观赏旅游受到市场的热烈追捧，但国内现有的花木观赏类景点存在以下不足：

①观赏期短，客流分布不平衡

植物的生长周期遵循其自然规律。 无论是观花还是观叶，其观赏期通常在一至二周，最长很难超过

一个月。 这导致现有的花木观赏类景点的客流在时间上分布严重不平衡：在花木的观赏期内，景区内游

客人数急剧上升，严重挑战景区接待能力，游客体验下降；而在平时，景区游客人数少，收入下降，又无法

覆盖景区日常经营的开销。 总的来说，观赏期的局限性极大限制了该类项目的竞争力。

②旅游产品单一，盈利能力不足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受观赏花木旅游产品品种、数量和规格储备的约束，花木观赏类景区旅游

产品单一，如景区要素仅仅是樱花园，或是牡丹园等，多种生态旅游产品组合不足。 这一情况严重影响了

类似花园、公园等景区的收入，也使其盈利能力严重依赖在单一花木观赏期内到访的游客，未能充分利

用到访游客的消费能力，盈利能力未能充分发挥。

③现有项目以花卉观赏为主，产品雷同情况显著

现有的花木观赏类景区通常以花海、花园为核心景观。 花卉多为草本植物，其成长期短，可复制性

强。 目前，国内观赏花卉以玫瑰、郁金香、薰衣草为主，这些品类景区种植面积不大、准入门槛比较低。 这

一情况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花卉观赏类景点大多业态雷同，难以形成优质的旅游产品。

枫彩生态在已建成并接待游客的江苏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和正在建设中的江苏淮安白马湖彩色森

林公园的基础上，计划在北京、武汉、成都、南京、郑州和上海等这样的大型城市周边1小时城市圈内，积

极迎合目前国内周边游市场高速增长的趋势，建设和运营枫彩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在已成形的和未来

规划中的四季生态彩色观光园计划占地通常在5,000-10,000亩左右，通过引入国际级水平的生态旅游

观光景区设计， 以多种彩色花木的搭配形成核心景观。 枫彩生态拟通过和三特索道等专业旅游公司合

作，形成大城市周边新的乡村休闲、观光旅游景点。 枫彩生态打造的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能够有效解决

目前花木观赏类景点存在的不足：

枫彩生态通过多年的积累，掌握了多种彩色观赏花木的种源储备和繁育种植技术。 枫彩生态目前已

储备秋红枫系列、海棠系列、樱花系列、梨花系列、玫瑰系列、蓝杉系列、彩莓系列、彩枝木系列、大丽花系

列等多种观赏花木的种源。通过各色花木的搭配，枫彩生态打造的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可以突破传统花

木观赏花期短暂的限制。 在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里，游客可以春季观花、夏季赏花和采莓、秋季观叶、冬

季观枝（例如彩枝木系列、蓝杉系列等花木的色彩）。 多种彩色花木的搭配可以确保四季彩色生态观光

园一年四季都具备观赏价值，从而打破景区对单一景色观赏期的依赖，提升景区的竞争力。

枫彩生态打造的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的核心景观是由枫彩生态利用自身先进的技术平台， 自行培

育种植的多种彩色花木。 凭借自身的技术平台和在多品种、大规格彩色花木储备等方面的优势，枫彩生

态打造的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景观更为独特，不易被其他企业复制。

①初期阶段（2011-2013年）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绿化观念也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绿色植物只“绿” 不“美” 、绿化形式

比较单调，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城市绿化环保、生态、美感的需求。 城市绿化不仅是简单的植树种草，还

要求因地制宜、适地适栽，实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并伴以丰富的环境色彩，逐渐由单一的

“绿色海洋” 向四季交替变化的“色彩缤纷世界” 转变。 彩色苗木的应用不但丰富了园林植物材料的种

类，又提升了园林风景的品味。

经过多年的积累，枫彩生态掌握了高品质规模化培育彩色苗木的组培技术，其优点在于能够脱毒并

保证优秀品质完整遗传的同时，产业化生产。 此阶段种植基地选取开始围绕大城市周边建设，基于苗木

基地所体现的生态与色彩价值对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促进作用，旅游观光景区开始呈现。

此阶段枫彩生态参与的典型案例是“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项目” 以及“淮安白马湖森林公园

PPP项目” 。

A、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项目

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是枫彩生态于2010年开工建设，于2011年完工。 该项目是枫彩生态现代

农业生产园区与彩色生态观光旅游相结合的成功案例，园区的景观特点是春花秋色，每年园区吸引了大

批游客，并提供彩色苗木产品。

B、淮安白马湖森林公园PPP项目

a、项目简介

2014年枫彩生态吸收普邦园林作为其股东之一，并与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双方强强联合，发挥各

自优势。 枫彩生态积极参与项目方案设计，结合自身产品优势，提供“彩色生态景观” 的整体解决方案；

普邦园林具备园林工程施工一级资质，发挥其工程施工、园区维护的专业优势，成功中标“淮安白马湖森

林公园PPP项目” 。 该项目是园林业内首个以“PPP公私合作模式” 进行的市政园林项目。

b、合作模式

该项目枫彩生态与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合作存在两个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彩色苗木销售。 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于2014年2月、2015年3月分别向

枫彩生态采购总价值3,807.59万元、7,276.17万秋红枫系列产品。

第二种模式为合作种植。 2014年2月，枫彩生态与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签署了《淮安

市白马湖森林公园7,000亩彩色苗木生产基地建设方案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基地基础建设费（含土地

整理、土壤准备、排水网络、滴管系统和道路以及地上附着物的清理等）由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

公室负责；所有苗木费用由枫彩生态负责，为满足森林公园的配套景观需求，枫彩生态应将基地苗木分

六年逐步移走，余下每亩22株归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所有；双方各自承担自有苗木相对应的

日常养护管理费用。

在“淮安白马湖森林公园PPP项目” 中，枫彩生态与项目承包商达成战略合作，并积极参与项目的整

体策划，在苗木销售的基础上提供方案设计、苗木种植、后期养护等一系列增值服务，与单纯的苗木销售

模式相比，枫彩生态的参与度更高，与各方的合作程度更深，比原有模式更具竞争力。

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和淮安白马湖彩色森林公园项目的建设是枫彩生态积极探索业务升级转

型成功的实践，也标志枫彩生态在城镇化建设业务的拓展上开始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②成型阶段（2013-2015年）

从十七大开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些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 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生态环境相关产业发

展创造了极好的政策环境。

基于国家大力倡导建设“生态文明” 和“美丽中国” 的背景，为抓住新的发展契机，并结合自身近十

年的彩色苗木培育所形成的规模、产品种类以及组培技术等方面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枫彩生态在四季彩

色生态观光园建设和运营模式初期阶段所积累的品牌效应基础上， 由积极参与建设生态园林向主导建

设生态园林深化。 并且将这一模式集中打造成典型的平台型模式，从而具备打造成现代农业、观光旅游

等多功能彩色生态平台的能力，能够拓宽枫彩生态业务领域以及盈利模式。 同时，枫彩生态作为彩色生

态平台投资商以及管理运营服务商参与当地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当地现代农业和旅游观光产业发展。

目前正在计划建设的枫彩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有 “大冶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服务武汉地

区），“都江堰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服务成都地区），“廊坊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服务北京地区），

“句容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以及六合竹镇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服务南京地区）等，以大冶四季彩色

生态观光园为例：

a、项目简介

为了加快推进大冶生态文明建设，在武汉地区打造亮点突出的生态休闲观光旅游景区，带动当地现

代农业和旅游观光产业发展，打造宜居的优质生活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枫彩生态与大冶

市人民政府经友好协商签署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投资建设运营大冶四季彩色生态观光

园之合作协议书》。

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10,000亩，枫彩生态每亩需投入不低于10万元彩色苗木。 四季彩

色生态观光园建成后将包括千亩花海、红叶谷、四季彩色景观、彩莓采摘及农业高科技科普中心等内容。

枫彩生态将作为该生态平台投资建设运营主体。

b、项目建设内容及方式

项目整体建设除苗木种植外分为两个部分内容：

第一个部分为枫彩生态投资10亿元彩色花木旅游产品，在大冶建设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枫彩生态

利用彩色生态观光园培育彩色花木产品，发展农业种植第一产业；同时，利用培育的彩色花木产品形成

彩色景观，发展观光旅游第三产业；

第二部分为大冶市人民政府成立的项目公司向枫彩生态采购总金额为1.655亿元彩色花木，用于建

设彩色大冶，同时，双方另行签署了《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市民彩色休闲公园合作协议》，协

议约定大冶市人民政府2015年投资建设大冶尹家湖彩色休闲公园拟采用枫彩生态提供的彩色花木约8,

000万元。 枫彩生态将出售产品的收入部分用于支付彩色生态园基础建设和花木养护费用。

该项目对当地政府而言，在以较低投入的前提下，不仅改善当地生态环境，还可以大幅增加旅游业

收入，新增大量就业岗位，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并且能够实现项目周边土地增值收入。

基于当地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需求、枫彩生态自身竞争优势以及已有项目经验，该模式具备高度可操

作性和可复制性，在实现收益的前提下，迎合了当地政府改善生态环境、打造新兴旅游景点的需求，最终

将达到枫彩生态、当地政府、居民多方共赢的局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除大冶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外，枫彩生态还与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

管委会签署了《建设“枫彩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 项目合作意向协议》、与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都

江堰枫彩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备忘录》、与南京市六合区竹镇人民政府签署了《建设“竹镇四季彩

色生态观光旅游景区”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等。 同时，枫彩生态正与其他若干个主要城市深入洽谈彩色

生态观光园。

枫彩生态“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 规划如下图所示：

3、枫彩生态基本商业模式、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和盈利模式

枫彩生态系集四季彩色生态平台建设商、投资商和管理服务商为一体的生态平台型企业。 枫彩生态

的商业模式主要是：（1） 通过投资建设彩色生态观光园培育彩色苗木产品， 实现彩色苗木的培育和销

售；（2）依托其培育的彩色苗木产品形成彩色景观，在此基础上打造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景区，并植入

合适的旅游产品，实现旅游收入。

在与政府合作方面，鉴于枫彩生态打造的彩色生态平台能够有效带动城市郊区现代农业、旅游观光

业的发展，带来土地增值，在与各地政府合作中，枫彩生态能够获得政府提供农业水利等基础建设项目

支持，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在打造彩色观光园的同时，枫彩生态积极参与当地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为

支持枫彩生态在当地打造彩色生态平台，政府向枫彩生态采购一定数量的彩色苗木。

未来，枫彩生态将利用其建设的彩色生态观光园，结合三特索道景区运营管理优势，进一步开发城

市郊区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建设彩色生态平台，同时发展苗木种植业和旅游业。 枫彩生态将和上市公司

一道，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开发农业和旅游业的同时，不断提高企业综合盈利能力。

4、枫彩生态现有项目运营情况

截至目前， 枫彩生态正在运营的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有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项目以及淮

安白马湖彩色森林公园PPP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项目

项目 具体内容

运营模式 利用观光园培育彩色苗木产品，其中部分产品已销售到淮安白马湖彩色森林公园项目

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 政府已完成园区道路、水利、游客接待等基础设施建设

盈利模式 对外出售彩色苗木实现收益

运营情况 作为种植园区培育苗木，但尚未开展旅游观光业务

（2）淮安白马湖森林公园PPP项目

项目 具体内容

运营模式

利用观光园培育彩色苗木产品，形成彩色景观，交由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运营

管理

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

（1）政府提供种植区域农业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6年土地租金，枫彩生态建设7,

000亩彩色苗木种植基地

（2）按已确认的规划设计，政府需购买枫彩生态彩色苗木产品约2亿元，目前已购买枫彩

产品1.1亿元

盈利模式 对外出售彩色苗木实现收益

运营情况 2014年开工建设，尚未竣工；地方政府正与三特索道洽谈合作运营

因打造彩色景观对彩色苗木的规格有一定要求， 枫彩生态早期投资建设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

项目时，因苗木规格较小，未能立刻形成较佳的观赏效果。 经过近四年的培育，目前该项目的观赏价值日

益凸显，枫彩生态将结合三特索道景区运营管理的优势，进一步开发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增加旅游观光

收入。

在南京高淳国际慢城枫彩园项目形成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及枫彩生态所积累的大规格彩色苗木的储

备优势基础上，淮安白马湖森林公园PPP项目建成后将具备成为观光旅游平台的条件。 目前该项目运营

方为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并正与三特索道洽谈合作运营事宜。

在当前国家大力鼓励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旅游的政策背景下，枫彩生态结合自身的产品优势、

技术平台和生态平台建设的经验和模式，拟在全国区域内选址打造若干个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枫彩生

态计划在2015年至2017年分步建设5� -� 6个彩色生态观光园。 基于谨慎角度，为降低观光园短期运营业

绩不确定性对枫彩生态及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未将观光园门票等经营收入纳入枫

彩生态未来盈利预测中。

（五）前五名客户及销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前五名客户情况如下：

期间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

例

2015年1-9

月

1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7,495.17 73.23%

2 武汉万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79.98 20.32%

3 苏州合盛植物种源科技有限公司 614.99 6.01%

4 宛小谱 24.00 0.23%

5 李云朝 8.00 0.08%

小计 10222.14 99.87%

2014年度

1 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 3,894.08 63.00%

2 武汉市藏龙岛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1,455.76 23.55%

3 苏州合盛植物种源科技有限公司 263.57 4.26%

4 陕西兰池花木园林有限公司 229.70 3.72%

5 青岛祥和苗木有限公司 87.00 1.41%

小计 5,930.11 95.94%

2013年度

1 长兴新彩苗木有限公司 1,171.80 43.40%

2 上海锡耳建材有限公司 385.67 14.28%

3 长兴盛德大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328.42 12.16%

4 武汉市藏龙岛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276.87 10.25%

5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9.12 8.12%

小计 2,381.88 88.22%

2015年1-9月，枫彩生态向普邦园林销售金额为7,495.17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73.23%；

2014年度，枫彩生态向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销售金额为3,894.08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比例63.00%。

报告期内，2015年1-9月前五大客户中的普邦园林为枫彩生态的股东，2013年度前五大客户中的长

兴新彩苗木有限公司为枫彩生态的参股公司，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枫彩生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主要关联方或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未在前五名客户中拥有权益。

（六）前五大供应商及采购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对外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肥料、农药等，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原材料

种类

采购金额（万

元）

占当期采购金额的

比例

2015年1-9

月

1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司 肥料 75.46 22.52%

2 上海大汉园景科技有限公司 肥料 72.87 21.75%

3 龙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肥料 41.95 12.52%

4 台州市锦亿筛网有限公司 加仑袋 24.66 7.36%

5 南京四季丰农化有限公司 农药 23.34 6.97%

小计 238.28 71.12%

2014年度

1 上海大汉园景科技有限公司 肥料 137.37 13.72%

2 鞍山彤恩商贸有限公司 肥料 71.32 7.13%

3 哈尔滨天晟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肥料 69.30 6.92%

4 龙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肥料 68.41 6.83%

5 南京四季丰农化有限公司 农药 60.28 6.02%

小计 406.67 40.63%

2013年度

1 上海大汉园景科技有限公司 肥料 277.27 25.84%

2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肥料 181.63 16.93%

3 南京农景农资销售中心 农药 118.72 11.06%

4 南京四季丰农化有限公司 农药 69.25 6.45%

5 苏州新诚园艺材料有限公司 穴盘 65.80 6.13%

小计 712.67 66.42%

报告期内，枫彩生态不存在向单个供应商的采购比例超过总额的50%的情形，采购的原材料均为市

场上货源充足的产品，不存在严重依赖于少数供应商的情况。

报告期内，枫彩生态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其他主要关联方或持股比例5%

以上的股东未在前五名供应商中拥有权益。

（七）核心技术情况

（1）组织培养核心环节

脱毒和诱导生根植物的组织培养是根据植物细胞具有全能性的理论，利用植物体离体的器官、组织

或细胞，在无菌和适宜的人工培养基及光照、温度等条件下，诱导出愈伤组织、不定芽、不定根，最后形成

完整的植株母体，并可用化学方法和高温处理去除细胞组织中的病毒，脱毒和诱导生根是这一步骤的核

心环节。 枫彩生态通过多年的研发探索，已经完全掌握这一核心技术。

（2）培养基配方

组织培养技术在发育阶段需使用培养基给植物提供养分。组培技术自20世纪上半叶即进入我国，70

年代开始我国农学领域科研机构正式开始组培技术的研究，至今已在我国已经过几十年发展，取得巨大

成就，大量的公开文献及技术资料中基本涵盖了国内常见植物的培养基配方。

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枫彩生态经过多年的技术实验，在历经无数次尝试和失败之后，目前已研发

出多种高效、低碳繁育的培养基营养配方。 枫彩生态掌握的几百种不同培养基配方，适用于不同品种苗

木及花卉的组织培养。 与常见配方不同的是，枫彩生态所研发的培养基配方，根据培养的植物品种，添加

特定的微量元素，并调整了主要养分的配比，以满足培养植物大规模繁育之需求。

（3）掌握用细胞技术产业化繁育

枫彩生态领先于其他同行业企业的优势之一是用细胞技术组织培养木本和草本植物， 实现高品质

快速、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基于前述脱毒细胞母体建立、培养基配方等优势，加之植物研发、选种、驯化等

多种优化技术路线图，枫彩生态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组培繁育技术体系，目前已具备每年1,000万株的

生产能力。

（4）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枫彩生态目前已拥有多项专利技术，详见本节“八、主要资产、抵押及担保情况” 之“（一）主要资产

情况” 之“2、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

（八）产品质量

1、产品质量认证及荣誉

时间 认证/荣誉 颁发机构

2010年12月17日

2010（中国?青岛）地产文化与转型发展论坛———城

市绿化最佳景观运营商

青岛市房地产协会、商周刊社

2011年12月 金鸡湖双百人才计划———科技领军人才

中共苏州工业园区工作委员会、苏州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2年10月25日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232001448）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财政厅、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

2014年5月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苏民科企证字第EC20140717

号）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协会

2014年6月30日

江 苏 省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证 书 编 号 ：

143205Y7KJQY000010）

苏州市科学技术局

2014年7月10日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证书（证书编号：14035） 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11月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产品名称：枫彩秋红枫，产品

编号：140GX8G2041N）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注：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所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232001448）已

失效，根据2015年11月3日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文件《关于公示江苏省2015年第

二批复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苏高企协【2015】16号），枫彩生态已复审通过并公示完成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待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质量控制措施

为控制产品质量，枫彩生态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系列生产标准或制度，包括《枫彩生态繁育标准化

手册》、《枫彩生态生产园区管理制度》、《枫彩生态生产工作标准及流程》等。

3、质量纠纷

枫彩生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行业质量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标的

公司未发生产品质量责任纠纷。

（九）业务资质情况

1、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目前实际使用）

序号 证书编号 经营者 有效区域 经营种类 经营方式 有效期限

1 0504第0042号 湖州枫彩 南浔区 城镇绿化苗 种植、销售 2013.12.4-2016.12.3

2

沁2015第0015

号

沁水枫彩 -- 城镇绿化苗 批发、零售 2015.5.13-2018.5.12

3

沪金林经第

1402号

上海分公司 金山区

造林苗、城镇绿

化苗

批发、零售 2014.6.18-2017.6.17

4

鲁经B00第

2015008号

枫彩生态 青岛市

城镇绿化苗（枫

树）

批发、零售 2015.6.30-2018.6.29

5

京顺营第0359

号

北京分公司 顺义区 城镇绿化苗 批发、零售 2015.7.6-2018.7.5

6

苏林经0001第

0062号

枫彩生态 江苏省

造林苗、城镇绿

化苗、经济林苗、

花卉等

批发、零售 2015.8.10-2018.8.9

2、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目前实际使用）

序号 证书编号 生产者 生产地点 生产面积 生产种类 有效期限

1

沪金林生第1402

号

上海分公司

金山区廊下镇漕

廊公路9258号

75亩 造林苗、城镇绿化苗

2014.6.18-2017.

6.17

2 沁2015第0014号 沁水枫彩

山西省沁水县郑

庄镇石室村

1866亩 城镇绿化苗

2015.5.13-2018.

5.12

3

鲁生B00第

2015008号

枫彩生态

青岛即墨市七

级、普东社区

1,210.33亩 城镇绿化苗（枫树）

2015.6.30-2018.

6.29

4 京顺生第367号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木

林镇大韩庄村北

1,365亩 城镇绿化苗

2015.7.6-2018.7.

5

5

苏林生0001第

0062号

枫彩生态

苏州园区、南京

高淳、南京六合

9714亩

造林苗、城镇绿化苗、

经济林苗、花卉等

2015.8.10-2018.

8.9

3、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及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及续展

根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

为三年。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及分公司、子公司的所持有的《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及

《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均处于有效期内。

枫彩生态目前实际生产经营的园区包括北京园区、青岛园区、南京园区、山西沁水园区及合肥园区，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述各园区的林业主管部门均出具了相关证明文件，证明枫彩生态没有因为

违反林木种子生产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而被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况。 根据枫彩生态的说明，截至目前，各

主要园区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根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之规定，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后需申请

换领新证的，生产或者经营者应当在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两个月，持证向原发证机

关申请换发新证。 对此，枫彩生态出具说明，将积极根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于相关资质证书届满前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申请换发相应资质证书。

（十）税收及优惠政策

1、增值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枫彩生态自产苗木产品免征增值税。 其他应税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7%。

2、企业所得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所持有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1232001448）已失

效，根据2015年11月3日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文件《关于公示江苏省2015年第二

批复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苏高企协【2015】16号），枫彩生态已复审通过并公示完成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待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枫彩生态2014年度企业所得税减按15%税率征收。 枫

彩生态下属子公司均按应纳税所得额的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八十六条之规定，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子公司从事农业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

七、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上会会所出具的【2015】3103号《审计报告》，枫彩生态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834,656,209.85 325,972,092.15 250,051,393.27

负债合计 38,237,182.90 109,582,180.51 68,977,853.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796,419,026.95 216,389,911.64 181,073,540.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796,419,026.95 216,389,911.64 181,073,540.15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102,263,780.02 61,813,598.20 26,999,269.85

营业成本 7,868,797.20 6,026,790.52 2,815,092.61

营业利润 79,158,017.36 31,931,209.06 4,895,333.64

利润总额 79,212,456.46 35,842,912.19 6,080,358.43

净利润 78,029,115.31 35,316,371.49 5,879,242.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029,115.31 35,316,371.49 5,879,242.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72,325,194.91 31,820,800.82 4,877,967.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33,951.01 23,997,772.36 -9,836,978.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955,972.74 -38,044,575.48 -26,718,593.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9,327,911.07 16,368,643.76 23,903,165.76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年9月30日/2015年

1-9月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

度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

度

流动比率（倍） 20.49 2.51 2.92

速动比率（倍） 0.57 0.18 0.34

资产负债率 4.58% 33.62% 27.59%

存货周转率（次） 0.04 0.03 0.0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4.14 8.32 1.20

毛利率 92.31% 90.25% 89.57%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预付账款－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4、存货周转率=当年营业成本/[（期初存货净额

+期末存货净额）/2]；5、 应收账款周转率=当年营业收入/ [（期初应收账款净额+期末应收账款净额）

/2]；6、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八、主要资产、抵押及担保情况

（一）主要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

截至2015年9月30日，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公司的固定资产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与办

公设备，其固定资产整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生产设备 运输设备 电子设备 办公设备 合计

账面原值 34,317,499.08 3,053,738.23 1,384,819.93 1,631,517.68 40,387,574.92

累计折旧 11,707,663.27 2,427,430.14 1,215,342.60 866,109.90 16,216,545.91

账面净值 22,609,835.81 626,308.09 169,477.33 765,407.78 24,171,029.01

（2）房屋租赁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及其子公司并不拥有房屋土地所有权，其房屋土地租赁情况如

下：

①主要办公场所租赁用房产

房屋

所在地

房产证

编号

房屋出租人

房屋

承租人

面积

（m2）

用途 租金 期限

江苏省苏州市工

业园区唯正路8

号

00429896

苏州工业园区唯

亭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枫彩

生态

1,352.40

非

居住

40

元/m2·月

2015.01.01

-2015.06.30

苏州工业园区浦

田生态农业开发

区

暂未取得

苏州蓝森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枫彩

生态

6,917.00

办公及配

套等用途

2,654,727.36

元/年

2015.08.01

-2018.07.31

枫彩生态的主要办公场所，自2015年8月1日起，由江苏省市工业园区唯正路8号迁至苏州工业园区

浦田生态农业开发区房产（下称“生态区房产” ）。

生态区房产的使用权由枫彩生态协议租赁取得。 根据承租方枫彩生态与出租方蓝森物业（枫彩生

态控股股东蓝森环保的全资子公司）签署的《房产租赁协议》，生态区房产的租赁面积为其全部建筑面

积6,917平方米（1号楼3,050平方米、2号楼3,770平方米、泵房97平方米），租赁期间为2015年8月1日至

2018年7月31日，租金为2,654,727.36元/�年（不包括物业管理费、保安、垃圾清运费、水、电、通讯等费

用）。

生态区房产的所有权人为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系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控制

企业。 2014年9月1日，园区公司与枫彩生态签署合同编号为FC-XZ-2014-09-1的《房屋租赁协议》，

约定将该房产租赁给枫彩生态使用，但鉴于生态区房产相关权证尚未办理齐备且当时尚未实际启用，经

各方协商，园区公司、枫彩生态与蓝山物业于2015年5月18日签署《权利义务转让合同》，由蓝森物业承

接了《房屋租赁协议》项下枫彩生态的全部权利义务，以解决了尚未实际启用期间的协议执行事项并建

立了资产使用法律风险防火墙。 截至目前，生态区房产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其仅为枫彩生态办公场

所，未作为其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②与上海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土地、房产、设备租赁协议

2008年5月5日， 枫彩生态与上海市金山区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控股子公司上海金山现代农业

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金山园区公司” ）签署租赁协议，约定金山园区公司向枫彩生态租赁位

于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中华村11组的土地及相关设施（已有设施包括温室大棚51平方米，456平方米、

办公用房547平方米、生产车间848平方米），同时金山园区公司将新建2,500平方米组培实验室及400

平方米生活用房一并租赁给枫彩生态使用。租赁期限自2008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土地租金为第

一年每亩700元，第二年每亩800元，第三年起年租金1000斤晚粳谷价格（按上海市政府上一年挂牌收购

价计算）及800元/亩孰高者为准。 大棚设施的租金为前六年免费，自第七年起每年30万元。 金山园区公

司新建设施2010年10月1日起每年租金38.448万元。

2011年8月30日，枫彩生态与金山园区公司签署租赁协议，约定金山园区公司将位于上海市金山区

廊下镇漕廊公路9166号，土地面积为35亩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包括组培实验室及办公楼，建筑面积3,

018平方米；温室9,984平方米；工作车间，583平方米，及相关辅助设施）作为农业设施租赁给枫彩生态。

租赁期限自2011年9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自2011年9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租金为21.7万元，

其后为110万元/年。

（3）承包及流转土地

枫彩生态作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彩色苗木种植企业之一，在全国已布局青岛、北京、南京、上海、合肥、

沁水等六大主要苗木种植基地，合计面积约2.34万亩。 枫彩生态主要通过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及流转方式

取得苗木生产用地。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公司承包及流转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承包方/承租

方

发包方/出

租方

合同面积

（亩）

租金计算方式 合同日期

土地使用情况

说明

土地性质

一、青岛园区（一）

1 青岛青彩

即墨市七级

镇西七级东

村民委员会

400

年租金500元/亩， 以后每

年递增1%

2012.6.1-203

4.10.3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2 枫彩生态

即墨市七级

镇西七级东

村民委员会

78.5

年租金600元/亩， 以后每

年递增1%

2011.1.20-20

29.9.29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3 枫彩生态

即墨市七级

镇西七级东

村民委员会

6

年租金600元/亩， 以后每

年递增1%

2012.1.20-20

29.9.29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4 枫彩生态

即墨市移凤

店镇西太祉

庄村民委员

会

22.5 年租金600元/亩

2007.3.2-203

6.11.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5 枫彩生态

即墨市七级

镇湍湾石棚

村民委员会

251.04 年租金600元/亩

2006.12.1-20

29.9.29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6 枫彩生态 巩合从 4.6 年租金600元/亩

2007.6.26-20

36.11.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7 枫彩生态 史修从 4.8 年租金600元/亩

2007.6.26-20

36.11.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8 枫彩生态

即墨市七级

镇湍湾西南

村民委员会

65.9 年租金600元/亩

2007.11.1-20

29.9.29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面积小计 833.34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833.34

二、青岛园区（二）

9 青岛青彩 李顺光 19.6 年租金为260元/亩

2013.10.1-20

34.10.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10 枫彩生态

即墨市普东

镇抬头二村

村民委员会

63.59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1

7.4.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1 枫彩生态

即墨市普东

镇抬头三村

村民委员会

143.5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1

7.4.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2 枫彩生态

即墨市普东

镇抬头四村

村民委员会

122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1

7.4.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3 青岛怡景 李成法 2.95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2

9.10.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4 青岛怡景 李成信 6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2

9.10.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5 青岛怡景 李永君 10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2

9.10.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6 青岛怡景 李永明 1.7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5-202

9.2.5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7 青岛怡景 李永乔 3.5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2

9.10.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18 青岛怡景 李永先 4.15 年租金600元/亩

2010.2.1-202

9.10.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面积小计 376.99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357.39

三、上海园区

19 枫彩生态

上海金山现

代农业园区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160

1、土地：

土地第一年700元/亩 .

第二年800元/亩 .第三年起

年租金1000斤晚粳谷价格

（按上海市政府上一年挂

牌收购价计算） 及800元/

亩孰高者为准。

2、大棚设施：

第一年至第六年免租

金， 第七年起每年租金30

万元

3、新建设施：

2010年10月1日起每

年租金38.448万元

2008.5.1-202

8.4.30

组培实验室、

温室大棚

非基本农田

20 枫彩生态

上海金山现

代农业园区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35

2011.9.1 至 2011.12.31 为

21.7万元， 此后年租金为

110万元

2011.9.1-202

6.12.31

组培实验室用

地、炼苗大棚

用地

非基本农田

21 枫彩生态

上海金山现

代农业园区

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518

1、土地租金：每亩年租金

500斤晚粳稻价格（按上海

市政府上一年挂牌收购价

计算）

2、 基础设施租金：每

亩年租金400斤粳稻价格

（按上海市政府上一年挂

牌收购价计算）

3、大棚租金：租赁期

内总租金为60万元

2013.10.1-20

29.12.31

容器苗放置 基本农田

面积小计 713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518

四、北京园区

22 枫彩生态

北京市顺义

区木林镇大

韩庄村经济

合作社

1332.98

前六年中， 第一年为每亩

1200元 ， 以后每年递 增

2.5%，第七年开始递增5%。

此外， 对于土地面积以外

的封闭管理道路（18.33

亩），年租金1200元/亩

2010.9.30-20

29.9.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23 枫彩生态

北京市顺义

区木林镇大

韩庄村经济

合作社

26.65

前六年中， 第一年为每亩

1200元 ， 以后每年递 增

2.5%，第七年开始递增5%

2010.10.10-2

029.10.9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24 枫彩生态

北京市顺义

区木林镇大

韩庄村经济

合作社

13.1

前六年中， 第一年为每亩

1200元 ， 以后每年递 增

2.5%，第七年开始递增5%

2010.9.30-20

29.9.30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面积小计 1,372.73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1,372.73

五、南京园区

25 枫彩生态

高淳县瑶池

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1434.01

水田600元/亩，旱地350元/

亩， 茶叶800元/亩， 水面

200元/亩。 第5年起，每三

年以2009年水稻国家保护

价调整一次， 实行就高不

就低原则

2010.2.20-20

26.10.31

苗木种植

目前国土部

门确认基本

农田279.14亩

26 枫彩生态

冶山镇平庄

村村民委员

会

6353.88

土地流转金为450斤杂交

稻/亩年， 同时按150斤杂

交稻 /亩年的标准设立福

利基金和扶持基金

2011.1.1-202

5.8.31

苗木种植

基本农田

5224.26亩，其

余为非基本

农田

28 枫彩农业

六合区竹镇

镇大泉社区

村民委员会

400

农田每年450斤水稻／亩

（以当年12月1日公布的粳

稻国家挂牌收购保护价为

准，多退少补）；生态公益

林地每年 50斤水稻／亩

（以上一年度10月15日中

粮集团江苏地区中晚熟籼

稻收购价为准）； 村 （社

区） 集体的可种植林地每

年165元／亩（每五年增加

10％）

2015.12.30-

2025.08.31

苗木种植

29 枫彩农业

南京市六合

区竹镇镇烟

墩村（社

区）

1,512.97

农田每年450斤水稻／亩

（以当年12月1日公布的粳

稻国家挂牌收购保护价为

准，多退少补）；生态公益

林地每年 50斤水稻／亩

（以上一年度10月15日中

粮集团江苏地区中晚熟籼

稻收购价为准）； 村 （社

区） 集体的可种植林地每

年165元／亩（每五年增加

10％）

2015.11.15-

2025.08.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30 枫彩农业

南京市六合

区冶山街道

白云山社区

居民委员会

386.5

耕地土地流转租金每年

450斤水稻／亩；可种植林

地流转租金每年150斤水

稻／亩； 公益林及乱石区

流转租金每年50斤水稻／

亩。（水稻价格为上一年度

10月15日中粮集团江苏地

区中晚熟籼稻收购价）

2015.11.01-

2025.08.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31 枫彩农业

南京市六合

区冶山街道

双墩村民委

员会

356.12

耕地土地流转租金每年

450斤水稻／亩；可种植林

地流转租金每年150斤水

稻／亩； 公益林及乱石区

流转租金每年50斤水稻／

亩。（水稻价格为上一年度

10月15日中粮集团江苏地

区中晚熟籼稻收购价）

2015.11.01-

2025.08.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32 枫彩农业

南京市六合

区冶山街道

四合墩社区

居民委员会

1,388.76

耕地土地流转租金每年

450斤水稻／亩；可种植林

地流转租金每年150斤水

稻／亩； 公益林及乱石区

流转租金每年50斤水稻／

亩。（水稻价格为上一年度

10月15日中粮集团江苏地

区中晚熟籼稻收购价）

2015.11.01-

2025.08.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33 枫彩农业

南京市六合

区冶山街道

农村集体经

济管理办公

室

177.21

耕地土地流转租金每年

450斤水稻／亩；可种植林

地流转租金每年150斤水

稻／亩； 公益林及乱石区

流转租金每年50斤水稻／

亩。（水稻价格为上一年度

10月15日中粮集团江苏地

区中晚熟籼稻收购价）

2015.11.01-

2025.08.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面积小计 13,729.45 涉及基本农田面积 5,503.4

六、合肥园区

34 枫彩生态

肥西县岗北

村村民委员

会

4,500

2012.2.1至2017.7.31日，年

租金500元/亩；2017.8.1日

起，年租金为每亩600斤中

灿稻收购保护价

2012.2.1-202

5.12.31

苗木种植

因国家建设

需要，该部分

土地政府需

要收回

七、山西园区

35 枫彩生态

沁水县郑庄

镇石室村村

民委员会

1,866 年租金800元/亩

2012.1.1-202

8.12.31

苗木种植 非基本农田

合计面积 23,391.51 基本农田面积合计 8,584.86

注1：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青岛园区中，青岛青彩将其通过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419.6亩土地

（上表中第1、9项对应土地）流转给枫彩生态，由枫彩生态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

注2：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青岛园区中，青岛怡景将其通过村民直接流转方式取得的28.3亩土

地（上表中第13-18项对应土地）流转给枫彩生态，由枫彩生态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7年4月30

日。

注3：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青岛园区中，枫彩生态将其村民委托流转方式取得的47亩土地（上

表中第8项对应土地）流转给青岛祥和苗木有限公司，由青岛祥和苗木有限公司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

2016年12月31日。

注4：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北京园区中，枫彩生态将其通过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1,372.73亩

土地（上表中第22-24项对应土地）流转给北京分公司，由北京分公司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8年9

月29日。

注5：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园区中，枫彩生态将其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16亩土地（上表中

上海园区对应土地）流转给李云朝，由李云朝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6年5月31日。

注6：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上海园区中，枫彩生态将其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21.17亩土地（上表

中上海园区对应土地）流转给王宇东，由王宇东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6年7月31日。

注7：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南京园区中，枫彩生态将其通过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共计108亩土

地（上表中南京园区对应土地）外包给沈朝柱，由沈朝柱承租该土地，租赁期限至2016年11月8日。

枫彩生态承包及流转用地存在使用基本农田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经相关政府部门确

定其使用基本农田进行苗木种植的面积为8,584.86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

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枫彩生态使用基本农田种植苗木

的行为存在法律瑕疵，可能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占用、退还土地及采取恢复耕种措施。

为了规范自身用地行为， 枫彩生态对各园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及流转和使用基本农田事项进行了

专项梳理，详细情况如下：

①青岛园区

青岛园区为枫彩生态最早开展苗木种植、经营的园区。 由于种植时间最早，该园区的苗木平均树龄

最高，为枫彩生态大中型苗木的主要集中地之一。 青岛园区土地中除19.6亩为非基本农田，其余均为基

本农田。

根据青岛园区所在地即墨市移风店镇、大信镇镇政府及相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枫彩生态承包及流

转上述土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履行相应义务，不存在违反程序性规定导致违法占地情况；其中，

由村委会发包取得的土地已经过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并取得镇政府审批，通过流转

方式取得的土地已经过村委会备案；枫彩生态以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农用地进行苗木种植，未破坏基

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不存在因占用基本农田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国土部门要求清退的情况。

②上海园区

上海园区为枫彩生态组培实验室、炼苗大棚所在地。 该等土地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现代农业园区，出

租方均为上海金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该园区分两部分，其中：

195亩土地属于枫彩生态组培实验室用及大棚用地。根据上海市金山区现代农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

具的说明，枫彩生态租用的土地及地上建筑为上海市财政支农整合项目，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该等土

地不属于基本农田。

其余518亩土地属于枫彩生态容器苗放置用地，移动、运输较为方便。 根据枫彩生态出具的说明，该

等土地曾经为农田，但由于环境污染因素，该等土地难以继续用于耕种。 该等土地属于基本农田。

根据上海园区所在地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人民政府及相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枫彩生态承租上述

土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履行相应义务，不存在违反程序性规定导致违法占地情况；该等土地均

通过流转方式取得，且已经过村委会备案；枫彩生态以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农用地进行苗木种植，未破

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不存在因占用基本农田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国土部门要求清退的情况。

③北京园区

北京园区土地为枫彩生态苗木种植用地，所种植的苗木树龄较小，多数为幼苗。 该园区土地均为基

本农田。

根据北京园区所在地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人民政府及相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 枫彩生态承租上述

土地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履行相应义务，不存在违反程序性规定导致违法占地情况；由村委会发

包取得的土地已经过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并取得镇政府审批，通过流转方式取得的

土地已经过村委会备案；枫彩生态以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农用地进行苗木种植，未破坏基本农田，毁坏

种植条件，不存在因占用基本农田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国土部门要求清退的情况。

④南京园区

南京园区下分为高淳园区及六合园区，均为枫彩生态苗木种植用地，其中：

经南京市国土资源局高淳分局桠溪国土资源实地测量并出具证明， 确认经测量的枫彩生态承包及

流转土地中非基本农田454.48亩、基本农田279.14亩；

经南京市六合园区人民政府冶山街道办事处确认， 枫彩生态承包及流转土地中5,224.26亩土地为

基本农田。 根据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规划，六合园区涉及的基本农田目前属于规划

调整中，待调整完成后，该等土地变为非基本农田。

根据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政府、南京市六合区政府冶山街道办事处及相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枫彩

生态承租上述土地按照法律、 法规规定的程序履行相应义务， 不存在违反程序性规定导致违法占地情

况；由村委会发包取得的土地已经过村民代表大会2/3以上村民代表决议通过并取得镇政府审批，通过

流转方式取得的土地已经过村委会备案；枫彩生态以承包/流转方式取得的农用地进行苗木种植，未破

坏基本农田，毁坏种植条件，不存在因占用基本农田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被国土部门要求清退的情况。

⑤合肥园区

根据枫彩生态与肥西县高刘镇政府、肥西县林业局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肥西县高刘镇政府进行

招商引资，邀请枫彩生态在当地建设生态园，并向枫彩生态提供4,500亩土地。肥西县高刘镇政府承诺该

等土地中的3,000亩为非基本农田。在土地流转期内，如遇国家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情况，则由肥西县高

刘镇人民政府向枫彩生态补偿。 根据枫彩生态与肥西县岗北村村民委员会签署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委托流转合同》，肥西县岗北村村民委员会承诺该等4,500亩土地中3,000亩为非基本农田，否则其负

责协调置换。枫彩生态最近两年降低了合肥园区的种植面积，实际种植面积仅为约930亩。根据合肥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刘镇人民政府2015年5月23日出具的证明文件，因国家建设需要，枫彩生态流转的土地需

要收回。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正与高刘镇政府协商搬迁补偿事项，待补偿事项确定后，枫

彩生态将配合政府土地征收计划及程序完成土地清退及苗木搬迁。

针对枫彩生态使用基本农田进行苗木种植的现状，枫彩生态制定如下解决方案：

园区位置 面积（亩） 情况说明 解决方案 具体措施

青岛园区 1,190.73 成熟苗木

销售/移栽

向枫彩生态近期将新开发的生

态园中移栽

北京园区 1,372.73 以幼苗为主

合肥园区 约930

协议租赁面积为4,500亩， 但该

等土地涉及土地征收，枫彩生态

正在逐步退出种植，目前实际种

植面积约930亩

南京高淳园区 279.14 成熟苗木

南京六合园区 5,224.26

已被当地政府规划为非基本农田，

并计划下次用地规划调整中完成

规划变更

调整规划

如调规遇到障碍，并被当地主管

部门要求清退，则将进行苗木移

栽

上海园区 518

该地块用于容器苗的放置，不存在

种植苗木的情况

移置

如该等土地因涉及使用基本农

田而被主管部门要求搬迁的，则

枫彩生态将就近寻找替代用地。

①移栽

由于北京及青岛园区整体为基本农田，而合肥园区因土地征收需要退还土地，枫彩生态计划将该等

园区种植的苗木用于近期将建设的彩色生态观光园。 根据枫彩生态目前的规划，未来两年枫彩生态在全

国至少建设两个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项目，如郑州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占地约6,000亩（目前已签署框

架协议），北京四季彩色生态观光园占地约10,000亩，合计约16,000亩。基于签署项目规划，并考虑苗木

移栽的可行性，北京、青岛及合肥园区现有苗木，除正常销售外，将依据便利性、经济性原则分别向北京

及郑州生态园进行移栽。 北京及郑州生态园的彩色苗木来源：1）枫彩生态北京园区约1,400亩；2）枫彩

生态青岛园区约1200亩；3）枫彩生态合肥园区约900亩。 上述三个园区合计已种植的约3,500亩土地上

的彩色苗木可满足上述两个生态园约7,000亩（按苗木正常生长需要，株行距扩大1倍）土地的苗木供

应，余下不够部分的苗木需从枫彩生态新育的彩色苗木中（如南京园区）提供。

②配合土地调规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六合园区5,224.26亩土地已纳入政府规划调整方案，枫彩生态将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工作。

如调规未能实现，并且当地主管部门要求停止利用该等土地进行苗木种植的，枫彩生态将立即制定

苗木移栽计划，用于现有或近期将取得的生态园。

此外，枫彩生态上海园区518亩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但该地块用于容器苗的放置，不存在种植苗木

的情况。 如该等土地因涉及使用基本农田而被主管部门要求搬迁的，则枫彩生态将就近寻找替代用地。

综上所述，枫彩生态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在制定种植园区规划时，就承包及流转土地事宜均与地方

政府进行充分洽谈；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土地承包及流转关系清晰明确，使用农用地进

行苗木种植均为周期性的、临时性的，种植的苗木属于存货性质的生物性资产，该等种植行为未实际改

变其的农用地性质，对土地耕作层及耕作力未造成永久性破坏或损坏，亦不存在因使用基本农田而受到

行政处罚或被国土部门要求清退的情况。 如因使用基本农田进行苗木种植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土地

政策的规定而被当地主管部门要求清退的， 枫彩生态已制定了符合其彩色生态园建设规划的苗木清退

方案。 尽管如此，枫彩生态使用基本农田进行苗木种植的行为，仍然可能被认定为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从

而导致枫彩生态受到相关行政处罚或遭受其他经济损失的风险，对此，枫彩生态的控股股东蓝森环保及

实际控制人王群力先生已承诺将无条件全额补偿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公司因上述使用基本农田情形受到

行政处罚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及一切损失。

（4）无形资产

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公司的无形资产主要为专利权以及办公软件。 根据枫彩生态已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截至2015年9月30日，枫彩生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软件使用权

专利-阔叶植物测

定方法

专利-苗木培育改

进结构

专利-种阔叶植物叶片测定

方法

合计

账面原值 650,172.02 80,000.00 160,000.00 60,000.00 950,172.02

累计摊销 232,235.92 80,000.00 160,000.00 60,000.00 532,235.92

账面净值 417,936.10 - - - 417,936.10

枫彩生态及其下属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商标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枫彩生态持有如下商标专用权：

（2）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之日，枫彩生态持有如下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申请日 专利号（申请号） 证书号 类型 专利权人

1

一种阔叶植物叶片测

定方法

2005.3.11 ZL200510046004.4 300606 发明 枫彩生态

2

一种裸根苗木长途运

输方法

2010.7.21 ZL201010235540.X 1132997 发明 枫彩生态

3

一种提高繁育槭树科

苗木成活率的方法

2010.8.3 ZL201010245445.8 840569 发明 枫彩生态

4

一种扦插用枝条剪枝

前的处理方法

2010.8.3 ZL201010245460.2 882194 发明 枫彩生态

5

一种提高苗木扦插后

成活率的方法

2010.8.3 ZL201010245450.9 1106212 发明 枫彩生态

6

栎属植物的苗木培育

的改进结构

2006.12.15 ZL200620168223.X 992490 实用新型 枫彩生态

7

移栽苗木根部土球固

定装置

2010.6.7 ZL201020223152.5 1801176 实用新型 枫彩生态

8 一种苗木修剪平台 2015.6.24 ZL201520437905.5 4738418 实用新型 枫彩生态

（二）资产抵押、质押及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主要财产无抵押或权利受限、对外担保的情况。

九、枫彩生态主要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收入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和计量的总体原则

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确认：

（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销售商品收入确认的确认标准及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标的公司根据两种销售形式制定了不同的收入确认方式：

（1）合同签订后客户要求立即交货的，标的公司根据销售合同的约定安排起苗，并在约定时间之前

完成交货，标的公司在取得客户确认收货的当期确认销售收入；

（2）合同签订后，标的公司在收到全额货款后，对于标识出的，并且客户己完成验收的，产权已明确

归买方所有的，风险由客户自己承担的苗木，标的公司予以确认销售收入。 若客户未标识指定苗木，则标

的公司不确认销售收入。

（二）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差异

标的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方法遵循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

同行业可比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并无明显不一致。

（三）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确定合并报表时的重大判断和假设，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及变化

原因

1、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标的公司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编制财务

报表。

2、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情况及变化原因

标的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报告期内

合并范围变化主要为新设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四）资产转移剥离调整的原则、方法、具体剥离情况及对拟购买资产利润的影响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不存在资产转移剥离调整的情况。

（五）与上市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差异

通过对比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标的公司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与目前

上市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无重大差异。

（六）行业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无特殊的会计处理政策。

十、其他事项

（一）出资及合法存续情况

根据枫彩生态工商档案，枫彩生态历次出资均为货币出资，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具《验资报

告》，所有股东均已依法缴足出资，不存在出资瑕疵；枫彩生态的设立、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均履行了股

东会决议程序、依法上报工商管理部门并获得相应的批准，枫彩生态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蓝森环保等27名交易对方分别出具承诺：

（1）本次交易对方已经依法履行对枫彩生态的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

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不存在可能影响枫彩生态合法存续的情况。

（2）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枫彩生态的股权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信托、委托持

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

权利限制。

（二）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枫彩生态不存在《上市规则》第十章第一节定义的关联方占用枫彩生态

资金的情况。

（三）受到行政、刑事处罚以及重大诉讼、仲裁等情况

2013年7月29日，江苏缤纷园苗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缤纷园” ）向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

起民事诉讼，要求枫彩生态向其交付美国秋红枫4,693棵（树径12-12.4公分）。 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

院移送，2014年7月2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苗木合同纠纷一案 （二〇一四年苏中商初字第

0039号）。

2015年9月12日，枫彩生态与江苏缤纷园就上述争议事项达成《和解协议》，确认双方以退还货款的

方式解决争议，即由枫彩生态向江苏缤纷园退还590万元货款，江苏缤纷园在收到上述退还货款后2日内

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销起诉的书面申请。 同时，枫彩生态与江苏缤纷园在《和解协议》中确认

关于因苗木合同所产生的纠纷遵照本和解协议执行，并在上述货款退还、撤诉完成后，双方均不得依据

苗木合同向对方以任何方式主张任何权利。

截至目前，《和解协议》已生效，枫彩生态已依据该协议约定向江苏缤纷园退还货款，江苏缤纷园亦

依据该协议约定于2015年9月12日向苏州中院申请撤诉。2015年9月15日，苏州中院做出【2014】苏中商

初字第0039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原告江苏缤纷园撤回起诉。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出具日， 枫彩生态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亦未涉及重大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

等情形。

第五节 本次发行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

部分。

一、本次发行股份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

价为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之一。

根据上述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已于2015年1月15日起连续停牌。经计算，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可选择的参考价为：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90%

前20个交易日 20.6364 18.5727

前60个交易日 21.9302 19.7372

前120个交易日 22.3633 20.1270

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并兼顾各方利益，本公司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不低于该市场参考价的90%作为定价依据，最终交易双方

友好协商共同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8.58元/股，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

规定。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及发行对象

根据本次枫彩生态100%股权交易金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比例安排以及发行价格，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发股数量（股） 现金对价（元）

蓝森环保 49,959,470 185,649,393.02

当代集团 18,837,459 -

天风睿合 13,455,328 -

普邦园林 8,075,666 30,009,177.08

睿沣资本 5,382,131 -

博益投资 3,770,622 14,011,635.04

王自兰 3,552,206 13,200,000.04

苏州科尔曼 3,462,405 12,866,298.54

西藏一叶 2,664,155 9,900,000.03

王曰忠 1,598,493 5,940,000.02

薛菲菲 1,598,493 5,940,000.02

徐小平 1,228,282 4,564,296.01

何国梁 1,108,155 4,117,905.01

孙大华 799,246 2,970,000.01

杨晨 799,246 2,970,000.01

阮俊堃 493,135 1,832,490.01

张长清 245,688 912,978.00

刘崇健 164,005 609,444.00

徐华 122,844 456,489.00

魏伟 73,690 273,834.00

刘馨 36,845 136,917.00

韩冰 36,845 136,917.00

郭海涛 36,845 136,917.00

李克江 36,845 136,917.00

许小东 36,845 136,917.00

赵建国 12,308 45,738.00

左洁 12,308 45,738.00

合计 117,599,560 297,000,000.84

注：交易对方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量为非整数股时，股份数量向下取整数，小数部分

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在本次交易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本次发行价格因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作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4、锁定期安排

根据交易对方获得枫彩生态股权的时间、 未来承担的业绩承诺义务和补偿风险不同以及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发行股份

针对不同类别的交易对方存在差异化的股份锁定期限，具体情况如下：

（1）当代集团、天风睿合、睿沣资本、蓝森环保、王曰忠、郭海涛、左洁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的锁

定期自三特索道本次股份上市之日起满36个月。 其中当代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三特

索道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

次交易发行价格，本公司所取得的三特索道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

（2）西藏一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三特索道股份的锁定期安排如下：

西藏一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本次三特索道发行的股份时：

①若西藏一叶持续持有枫彩生态股权的时间已超过十二个月， 则西藏一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三

特索道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②若西藏一叶持续持有枫彩生态股权的时间不足十二个月， 则西藏一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三特

索道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下转A50版)

(上接A4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