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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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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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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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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股份 股票代码 0027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平 李艳梅 

办公地址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

楼 1号楼 8楼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

楼 1号楼 8楼 

电话 0769-22500085 0769-22500085 

电子信箱 ln@lingnan.cn ln@lingnan.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03,749,229.73 3,554,593,644.33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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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9,072,435.28 386,890,431.50 -4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07,991,994.59 386,570,218.55 -4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8,460,410.31 -186,072,470.32 -55.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6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6 -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10.22% 下降 5.6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194,715,686.11 16,384,832,410.98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48,033,772.07 4,504,668,530.38 3.1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2,51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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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洪卫 境内自然人 35.34% 543,167,711 407,375,783 质押 357,985,643 

萍乡长袖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5% 68,434,167    

冯学高 境内自然人 2.98% 45,794,244    

樟树市华希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 36,497,725 36,497,725 质押 26,937,842 

玄元（横琴）股

权投资有限公

司－玄元达渡

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 

其他 2.12% 32,642,448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春临鹏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28,690,860    

樟树市帮林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 26,952,789 26,952,789 质押 13,500,000 

上银基金－浦

发银行－上银

基金财富 64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8% 21,160,360    

深圳前海世嘉

方盛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17,504,752    

赵磊 境内自然人 0.96% 14,818,9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樟树市华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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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该部分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上市；玄元（横琴）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玄元达渡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为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该部分股票于 2018 年 1 月 5 日上市；

樟树市帮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该部分限售股股票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上市；上银基金财富 64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公司

2016 年 2 月 24 日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深圳前海世嘉方盛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公司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该部分股票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上市。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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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岭南债 112242 2020年 06月 15日 7,137.00 6.80% 

岭南生态文旅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岭南转债 128044 2024年 08月 14日 65,935.12 

第一年为 0.3%，第

二年为 0.5%，第三

年为 1.0%，第四年

为 1.5%，第五年为

1.8% ， 第 六 年 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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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72.22% 71.74% 0.48%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99 6.14 -5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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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总体情况 

2019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形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GDP增速进一步下滑为 6.3%。而 2018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去杠杆

和中美贸易战等多方面复杂因素更给传统园林行业及生态环境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激烈的挑战。面临外部融资趋紧、地方政府

债务调控、PPP项目规范等持续负面影响，全行业的经营发展普遍面临巨大压力，部分企业甚至面临经营危机。在此背景下，

公司从 2018年下半年就开始主动进行战略转型，收缩风险较大的业务，扎实推进 “做实园林、做大水务、做强文旅”的发

展战略。 

2019年上半年公司采取更加稳健的发展步伐，从“争项目”转向“选项目”，逐步向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集中，

精选项目并严控开工条件，追求稳定的利润率和良好的现金流。由于公司主动提前进行了系列多元化布局，在生态环境建设

与修复业务的盈利能力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水务水环境业务和文化旅游业务的发展支撑了公司在行业低谷期的整体盈利韧

性。公司在行业低谷期仍能实现良好的现金流并保持着顺畅的融资渠道，有助于在未来行业复苏期实现更高质量增长、获取

更大的业绩弹性。  

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04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9亿元。其中，生态环境建设与修复

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4.94亿元，实现毛利 3.73亿元，净利润 0.46亿元；水务水环境治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3.15亿元，实

现毛利 2.78亿元，净利润 0.88亿元；文化旅游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4.95亿元，实现毛利 2.11亿元，净利润 0.82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行业业绩普遍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实现了相对稳健的发展。公司利润结构优化趋势明显，生态环境建设

与修复业务的净利润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28.44%下降到 21.25%；水务水环境业务的净利润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38.63%上升到

40.64%；文化旅游业务的净利润占比从去年同期的 32.93%上升到 38.11%。 

报告期内，公司有序推进在手项目建设，启动全生命周期管理，落实节点管控，清理历史旧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同

时，公司将重点资源倾斜至粤港澳大湾区等沿海发达地区，获得 EPC项目和优质运营项目的占比增加，并持续获取优质订单，

中标深圳前海桂湾公园景观建设、江苏泗阳、黄山休宁及廉州水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项目。公司承建的南雄新农村建设示范

项目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获省级表彰，公司还荣获“2018年中国发展自主品牌奖”、“2018-2019中国管理年度价值

案例”、“天马奖·最佳董事会”、“2018年度全国城市园林绿化企业第二位”等多项荣誉。  

在行业寒冬时期苦练内功，在市场洗牌中反而更能脱颖而出。岭南股份 2019年强化“效益思维” 、“管理思维” 、“工

匠思维”，持续加强精细化管理，以管理提效益，以管理促发展。公司有着较强的专业技术和品牌，并拥有一支忠诚、稳定、

富有战斗力的优秀管理团队，更有铁军精神、奋斗者精神、务实进取的企业文化。下半年，公司紧抓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等良好的政策机遇，公司抢抓机遇，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实现年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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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工作 

1、做强文化旅游业务 

国内经济形势的下行压力较大导致 2019年上半年文化旅游业务新项目开工率急速降低，上半年营收与去年同期的较高

基数相比有所下滑。 

下半年，文化旅游行业面临的政策和发展环境有较大改善。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

费潜力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打造中小型、主题性、特色类的文化旅游演艺产品，引导文化和旅游场所增加参与式、

体验式消费项目；规范旅游民宿市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等等。这些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高

质量发展措施的实质落地，将成为公司发展和增长亮点，公司力争 2019年第三、四季度推动更多项目落地，实现年度目标。 

2、做大水务水环境业务 

水务水环境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机遇。以 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8 年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和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为代表，国家近年来在相关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各级财政涉水投入不断加大，释放了万亿级的巨大市

场空间，且市场环境日趋透明规范，为社会资本参与涉水行业投资、建设、运营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岭南股份紧跟政策导向与社会需求，确定将水务水环境板块作为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于 2019

年初正式组建岭南水务集团，将原新港永豪公司在水利水电一级资质、建设市场声誉、施工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原水务

水环境中心在市场营销方面深耕的积累相聚合，聚焦水利工程、城乡水务、水生态水环境等业务，初步整合形成 3+N（珠三

角、长三角、渤三角+重点区域）的市场布局，基本形成有岭南特色的商业和投运模式，致力于打造集研发、规划、设计、

投资、建设、运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综合性水务平台，成为“水韵城乡全域治水服务运营商”。 

公司强抓质量、安全、风控，狠抓技术研发和工法，收获“大禹水利科学技术奖”等一系列奖项，形成数十项水生态专

利。2019 年，江苏泗阳、广东紫金、连平、黄山休宁等一批重点项目在完成建设后将投入运营。水务板块与设计、园林、

市政、文化、旅游等板块优势互补的多元发展的优势逐步突显，市场环境好转后各项指标将恢复快速增长。 

3、加强融资、优化负债 

2018年以来的金融去杠杆政策对行业融资造成了较大困扰，公司主动转型升级并适度收缩业务以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

在 2019年上半年公司仍保持了主营业务相对稳定，在行业整体面临融资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了畅通的融资通道，实现融资总

额合理增长，维持适中、平衡的负债率水平。 

公司持续优化融资结构，不断加大与金融机构的供应链金融业务，加强国有政策性银行以及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授信支

持力度。农发行、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国有银行给与公司的授信额度大、期限长、利率成本低，为公司的整体发展提

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公司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将通过多种融资手段，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逐步降低负债比例，为下一步业务

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根据新准则，已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前期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股权投资重分类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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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规定除境内外同时上市的

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

企业之外的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关于修订

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

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

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

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项列示为

“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本报告期

期末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金额分部为

23,240,721.94 元 和 2,976,652,363.12

元。本报告期期初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的

金 额 分 部 为 16,913,892.05 元 和

3,057,981,996.69元。2、“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分项列示为“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期末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的金额分部为537,729,702.24

元和5,684,519,938.29元。本报告期期初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的金额分部为

676,365,455.21元和 5,617,237,249.86

元。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财会【2019】8号），于2019年5

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

用范围进行修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对本报告期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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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设子公司3家：重庆广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岭南润潞环境治理有限公司、湖北润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处

置子公司1家：深圳市岭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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