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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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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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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002717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平

廖敏、张泽锋

办公地址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 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
楼 1 号楼 8 楼
楼 1 号楼 8 楼

传真

0769-22492600

0769-22492600

电话

0769-22500085

0769-22500085

电子信箱

ln@lingnan.cn

ln@ling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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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从事的主要业务
岭南股份成立于1998年，旗下拥有园林、水务、市政、文化、设计五个子集团，紧紧围绕“生态+文旅”
两大战略发展方向，着眼于城乡品质提升，采取“做实园林、做大水务、做强文旅”的经营策略，着力发展“生
态环境建设、水务水环境治理、文化旅游”三大核心业务。
生态环境建设业务：公司拥有全产业链集成运营的核心能力，覆盖生态环境设计、城市园林、乡村景
观、生态景观、市政公用工程、智慧城市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等业务。
水务水环境治理业务：聚焦公司业务聚焦于城乡水务、水利工程、水生态水环境三大领域，覆盖研发、
策划、设计、投资、施工、运营全产业链。
文化旅游业务：公司业务涵盖主题文化旅游的规划设计，主题文化景区（主题公园）的创意设计、旅
游投资、景区建设、策划营销和运营，高科技文化创意产品，全球活动创意及展览展示，应急数字减灾等
领域。
（二）经营模式
目前，岭南股份已明确城乡服务运营商的企业定位，与城乡共赢共成长；经营收益从单纯的工程项目
收益，向“生态+水务+文旅”全产业链价值转变，增加整体收益能力。通过打造三大核心竞争力：即前端综
合策划能力，中端的内容与产品植入能力（导入园林、市政、水务水环境、文化、旅游等产品），后端的
综合运营服务能力，满足客户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需求，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身健全的产业链及水利水电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国家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甲级
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等工程承包资质优势，参与工程项目设计、采购、施工、运营全
过程。其中：
生态环境建设业务主要深耕生态环境领域，园林、市政、设计三大集团业务上深度协同，业务形式以
EPC、PC模式为主。
水务水环境治理业务表现为水利工程，水务投资、建设、运营“三位一体”，水环境治理协同三种模式，
公司承接的少量PPP项目基本都在此业务板块，其他业务模式多为PC。
文化旅游业务包含文化科技板块业务、创意展览营销业务和主题旅游业务，业务模式以EPC、PC为主。
（三）经营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生态环境建设与修复保护的关注度与
重要性也大幅提升。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与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宏伟目标相衔接，提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到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2021年发布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支撑体系重大工程建设规划
(2021-2035年)》中，大力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规划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装备研制、标准规范建设以及技术集
成示范推广与应用，大力推进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技术创新。
中国正在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等收入水平迈进，人们的文化需求在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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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局提出2020至2030的十年将是中国旅游的黄金发展期，文旅游需求将大量涌现，“文旅融合”将成为未来
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和新趋势，也将成为旅游业战胜危机、加快发展的推手。文旅行业的未来发展导向是
以自然生态旅游文化为发展理念，将旅游和文化两大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旅游文化产品，配套旅游商业结
构，构建完善旅游服务体系，致力于旅游文化、旅游资源、旅游基础设施的开发与建设，助力文化旅游业
改革升级。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19,086,037,664.69

19,590,566,114.40

-2.58%

19,545,770,109.79

4,837,534,222.86

4,459,109,062.94

8.49%

4,880,965,853.95

2021 年
营业收入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4,799,436,513.85

6,651,284,618.54

-27.84%

7,956,638,205.58

46,989,526.76

-460,117,239.98

110.21%

327,673,190.45

6,645,150.00

-503,346,029.88

101.32%

324,486,990.97

-247,488,605.72

651,604,328.11

-137.98%

1,269,509,898.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30

110.00%

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28

110.71%

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10.02%

11.05%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890,446,178.86

1,424,170,170.69

866,657,297.40

1,618,162,866.90

16,250,673.19

20,272,724.37

4,946,166.18

5,519,963.02

2,149,282.41

21,707,517.71

1,577,634.34

-18,789,284.46

-798,104,313.21

-253,070,330.05

463,824,839.59

338,224,666.5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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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
63,874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报告期末表决权
93,427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0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尹洪卫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23.10% 389,127,671

股份状态

386,594,151 质押

深圳市信岭投
境内非国有
资合伙企业（有
法人
限合伙）

5.00%

84,220,880

0

童朝方

境内自然人

1.54%

25,946,217

0

毛师琦

境内自然人

1.48%

24,937,465

24,896,265

上海拓牌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拓牌兴丰 5
法人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1.23%

20,746,887

20,746,887

王东岗

境内自然人

1.19%

20,037,132

0

杨立新

境内自然人

0.99%

16,597,510

16,597,510

北京浩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浩创业荣 6
法人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99%

16,597,510

16,597,510

杭州策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策空永胜一
法人
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0.99%

16,597,510

16,597,510

深圳创富兆业
金融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
公司－创富福
法人
星二十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0.99%

16,597,510

16,597,510

数量
267,200,000

尹洪卫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毛师琦、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拓牌兴丰 5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杨立新、北京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浩创业荣 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杭州策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策空永胜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
动的说明
公司－创富福星二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为 2021 年 9 月 27 日上市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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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说明（如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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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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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岭南生态文
旅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

岭南转债

债券代码

128044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2018 年 08 月 14 日 2024 年 08 月 14 日

利率

65,891.92

1.00%

“岭南转债”的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3%，第二年为 0.5%，第三年为 1.0%，第四年为 1.5%，第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五年为 1.8%，第六年为 2.0%，在本期债券计息期间（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付情况
日）的利率为 1.0%。“岭南转债”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支付 2020 年 8 月 14 日至 2021 年 8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每手（10 张，面值 1,000 元）10 元（含税）。

（2）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1年6月28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发布《跟踪评级公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负面”，“岭
南转债”信用等级为AA-。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73.04%

75.26%

-2.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64.52

-50,334.6

-101.32%

EBITDA 全部债务比

2.86%

-1.03%

3.89%

1.14

-2.35

-148.39%

利息保障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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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1、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0〕2406号）的核准，公司向11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5,601,655股，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2.4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4,999,988.55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448,680.80元（不含税）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9,551,307.75元。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审验，并于2021年9月9日出具了华兴验字[2021]21001070045号《验资报告》。相关股份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新发行股份登记手续，此次新增股份已于2021年9月27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0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等相关文件。
序号

1

发行对象/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时间

承诺内容

深圳创富兆业金融管理有限公司（创富 股份锁定 2021年9月27日 承诺所认购的岭南生态
福星二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杨立
文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新、毛师琦、上海拓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发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
司（拓牌兴丰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的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6
杭州策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策空永胜
个月
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朱六平、陈
凤仙、北京浩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浩
创业荣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洪再
克、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6个月

已履行完毕

公司于2021年9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因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非公开发行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因素，以2021年9月22日总股本
1,528,805,099股计算，公司注册资本将由1,528,753,918元变更为1,678,802,904元；审议通过《关于可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的议案》，因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岭南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5.91元/股调整为5.59元/
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9月27日起生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83）《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1）。
公司于2021年10月11日召开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1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2、微传播股东龚晓明业绩补偿款的进展情况
2017年9月14日，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传播”）股东龚晓明承诺，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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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于2017年度、2018年度和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8,000万元、10,400万元和12,480万元（均含
本数），即微传播2017年度至2019年度三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30,880万元（含本数），承诺期限为3
年。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微传播2019年度的《审计报告》，微传播2019年度实
现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95,561,980.56元，与承诺完成的净利润
124,800,000元的差额为-29,238,019.44元，承诺完成率为76.57%。2017年至2019年度三年合计实现的净利润
为281,045,114.46元，与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308,800,000元的差额为-27,754,885.54元，三年的
承诺完成率为91.01%。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补偿方式，承诺方龚晓明应补偿金额具体如
下：23.30%×50%×（308,800,000元-281,045,114.46元）÷308,800,000元×1,060,810,687元=11,107,746.52元。
微传播聘请经公司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在承诺期各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5个月内对微传播进行审计，并出
具专项审核报告。龚晓明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2020年4月27日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
公司补偿。
2020年8月25日，公司已收到100万元龚晓明业绩补偿款，剩余补偿金额10,107,746.52元，公司董事会
将依照相关协议的约定积极督促补偿方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经与龚晓明多次沟通，龚晓明2021年6月5日承诺，剩余补偿金额10,107,746.52元将在2022年4月25日前
分期支付完毕（2021年8月31日前支付1,000,000元；2021年12月31日前支付3,000,000元；2022年4月25日前
支付6,107,746.52元）
2021年8月30日，公司已收到1,000,000.00元龚晓明业绩补偿款；2021年10月15日至2021年10月29日，
公司已陆续收到合计7,107,746.52元龚晓明业绩补偿款，剩余补偿金额2,000,000.00元。
2021年11月至12月，公司共收到2,000,000.00元龚晓明业绩补偿款，业绩补偿款已全部还清。
3、2020年转让公司子公司股权形成往来款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公司向四川银创产融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公司子公司北京本农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农科技”）51%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注册资本1,699.9983万元），交易价
格107,303,694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北京本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2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20-153）《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154）《关于转让子公司部
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55）。
在本次股权转让前，为支持本农科技的发展，公司对本农科技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形成往来款7,880.00
万元。截至2022年4月29日，本农科技已归还1,550.00万元，往来款余额为6,330.00万元。
本农科技的控股股东四川银创或其控股股东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为本农科技及/或其
子公司湖南本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不超过20,000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目前，该融资事项正有序推进，
待融资款到位后，本农科技将陆续归还往来款，回款能力有较大的保障。该事项尚需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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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批准。
本农科技于2022年4月27日出具了还款计划，经公司与本农科技确认，截至2022年4月30日，累计本息
及违约金合计84,144,000.03元。自2022年5月1日起，本农科技未偿还欠款总额将按8%的年利率计算利息。
待本农科技项目回款及融资到位后，将按期归还。本农科技将于2022年12月31日前归还上述借款本息，若
逾期未支付借款本息，则每日需缴纳应还款数额的万分之四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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