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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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3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2.28
3 亿品创投 6,353,932 5.25
4 南海成长 5,464,481 4.52
5 胜道投资 5,027,322 4.16
6 元京投资 3,192,848 2.64
7 金海棠雨露 2,513,661 2.08
8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1.90
9 融银黄海 2,185,792 1.81
10 沃石投资 638,570 0.53

合计 120,928,05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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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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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元/股。 此次增资南海成长、融银黄海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或股东缴纳的出资
款，金海棠雨露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缴纳的出资款和股东借款，胜道投资的资金来源于
借款，资金来源合法。

3、2017年12月，股份转让
2017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股东胜道投资将其持有

的公司502.7322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4.157%） 转让给新股东， 其中将其持有的发行人
183.4983万股股份（占总股本1.517%）作价2, 299.2337万元转让给舟洋创投；将其持有的
公司159.6169万股股份（占总股本1.320%）作价1, 999.9997万元转让给杭州叩问；将其持
有的公司79.808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0.660%）作价1, 000.00505万元转让给上海仰岳；将
其持有的公司79.8085万股股份 （占总股本0.660%） 作价1, 000.00505万元转让给青岛仰
岳。 12月26日，各方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价格均为12.53元/股。

此次股份转让完成后，股东名称及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园融集团 78,402,600 64.83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2.28
3 亿品创投 6,353,932 5.25
4 南海成长 5,464,481 4.52
5 元京投资 3,192,848 2.64
6 金海棠雨露 2,513,661 2.08
7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1.90
8 融银黄海 2,185,792 1.81
9 舟洋创投 1,834,983 1.52
10 杭州叩问 1,596,169 1.32
11 上海仰岳 798,085 0.66
12 青岛仰岳 798,085 0.66
13 沃石投资 638,570 0.53

合计 120,928,056 100.00

胜道投资此次股份转让系其自身投资期限到期决定转让，此次股份转让的价格由股份
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此次股份受让方舟洋创投、上海仰岳、青岛仰岳、杭州叩问的资金来源
为其合伙人或股东缴纳的出资款，资金来源合法。

自2003年改制为园林有限以来，公司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的资金来源合法，均履行了内
部决策程序和外部登记机关变更登记程序，股权变动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不存在委托
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

公司股东亿品创投、元京投资、金海棠阳光、沃石投资、南海成长、胜道投资、金海棠雨
露、融银黄海与公司、公司的发起人或实际控制人签署了《股东协议书》《股东补充协议书》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公司上述股东曾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
关方存在股份回购协议，但均已解除。

本次发行中介机构负责人及其签字人员不存在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通过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东园融集团、风舞投资、亿品创投、南海成长、元京投资、金海棠雨露、金海
棠阳光、融银黄海、舟洋创投、杭州叩问、上海仰岳、青岛仰岳、沃石投资的股权或合伙份额
等方式，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五）发行人设立以来的资产重组行为
发行人设立以来，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四、历次验资情况及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一）历次验资情况
1、2003年1月，园林有限设立时的验资情况
2003年1月1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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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截至2003年1月6日申请设立登记的注册资本缴纳情况。经审
验，截至2003年1月6日，园林有限所有者权益总额为400万元，其中实收资本400万元。

2、2003年3月，增资至510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3年3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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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截至2003年3月28日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经审验，截至
2003年3月28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10万元。

3、2003年11月，增资至1, 00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3年11月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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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截至2003年11月7日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 经审验，截至
2003年11月7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496万元。

4、2006年6月，增资至2, 60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6年6月16日， 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杭中诚验字 （2006）第

024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园林有限2006年6月15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经审
验，截至2006年6月15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吴光洪、张炎良、丁旭升、陈伯翔四位股东实际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 600万元，其中吴光洪以实物出资1, 450万元，其余股东以货币出
资150万元。

5、2006年8月，派生分立，注册资本变为2, 50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6年8月1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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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06年7月31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经审验，截
至2006年7月31日，园林有限因派生分立，已减少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其中减少吴光洪出
资77.84万元、减少张炎良出资1.28万元、减少丁旭升出资10.44万元、减少陈伯翔出资10.44
万元。

6、2009年11月，增资至3, 00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9年11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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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09年11月4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经审验，截至
2009年11月4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张炎良、丁旭升、陈伯翔三位股东实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合计500万元。

7、2009年11月，增资至4, 01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09年11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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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09年11月23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情况。 经审验，
截至2009年11月23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吴光洪、张炎良、丁旭升、陈伯翔四位股东实际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 010万元。

8、2011年12月，增资至5, 807.6万元的验资情况
第一期出资：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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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11年12月23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1年12月23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吴光洪、张炎良二位股东实际缴纳
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358.32万元。

第二期出资：2012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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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12年9月21日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
本情况。经审验，2012年9月21日，园林有限已收到吴光洪、张炎良二位股东实际缴纳的新增
注册资本合计1, 433.28万元。

9、2012年11月，增资至6, 907.6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2年11月2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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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了园林有限2012年11月29日新增注册资本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2年
11月29日，园林有限已收到风舞投资实际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 100万元。

10、2013年6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验资情况
2013年6月6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416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3年6月6日， 公司（筹） 已将经审计的净资产236, 323, 645.81元折为股份公司股本9,
325.26万元，余额143, 071, 045.81元计入资本公积。

11、2013年8月，增资至10, 573.68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3年8月6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113680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

2013年8月6日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3年8月6日，公司已收到沃石投
资、元京投资、金海棠阳光、亿品创投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 248.42万元。

12、2014年4月，增资至12, 092.81万元的验资情况
2014年4月17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4）第112810号《验资报告》，审验了公

司2014年4月17日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 经审验：截至2014年4月17日，公司已收到南
海成长、胜道投资、金海棠雨露、融银黄海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1, 519.1256万元。

13、2015年6月，关于杭园股份历次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复核情况
2015年6月18日，立信所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114393号《关于杭州市园林绿化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复核报告》，经复核：公司截至2014年4月17日注册资本
120, 928, 056.00元的出资是真实、合法的。

（二）发起人投入资产的计量属性
发行人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时， 发起人投入的资产采用了历史成本的计量属

性。
五、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总股本为12, 092.8056万元，本次拟公开发行4, 030.9352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25% ，发行后总股本为16, 123.7408万元。 发 行人发行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类别（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 园融集团 78,402,600 64.83 78,402,600 48.63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2.28 14,850,000 9.21
3 亿品创投 6,353,932 5.25 6,353,932 3.94
4 南海成长 5,464,481 4.52 5,464,481 3.39
5 元京投资 3,192,848 2.64 3,192,848 1.98
6 金海棠雨露 2,513,661 2.08 2,513,661 1.56
7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1.90 2,298,850 1.43
8 融银黄海 2,185,792 1.81 2,185,792 1.36
9 舟洋创投 1,834,983 1.52 1,834,983 1.14
10 杭州叩问 1,596,169 1.32 1,596,169 0.99
11 上海仰岳 798,085 0.66 798,085 0.49
12 青岛仰岳 798,085 0.66 798,085 0.49
13 沃石投资 638,570 0.53 638,570 0.40

二、本次发行的流通股 - - 40,309,352 25.00
合计 120,928,056 100.00 161,237,408 100.00

（二）发行人前十名股东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名称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园融集团 78,402,600 64.83
2 风舞投资 14,850,000 12.28
3 亿品创投 6,353,932 5.25
4 南海成长 5,464,481 4.52
5 元京投资 3,192,848 2.64
6 金海棠雨露 2,513,661 2.08
7 金海棠阳光 2,298,850 1.90
8 融银黄海 2,185,792 1.81
9 舟洋创投 1,834,983 1.52
10 杭州叩问 1,596,169 1.32

合计 118,693,316 98.15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全部股东均为法人及非法人企业，不存在自然人股东。
（四）发行人股东中国有股东、外资股东、战略投资者持股情况
发行人股东中不存在国有股东、外资股东和战略投资者情形。
（五）各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各自持股比例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东中，园融集团、风舞投资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吴光

洪先生分别持有园融集团58.54%的股权、风舞投资12.10%的股权；发行人董事陈伯翔先生

分别持有园融集团13.83%的股权和风舞投资11.82%的股权。 园融集团、风舞投资分别持有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64.83% 、12.28%的股份。

亿品创投和舟洋创投的基金管理人均为浙江新干线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亿品创投、舟
洋创投分别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5.25% 、1.52%的股份。

南海成长的基金管理人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叩问的基金管理
人杭州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 南海成长、杭州叩问分别持有发行人
本次发行前4.52% 、1.32%的股份。

金海棠雨露、金海棠阳光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皆为浙江金海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海
棠雨露、金海棠阳光分别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2.08% 、1.90%的股份。

上海仰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仰岳晋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仰
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青岛启凯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上海仰岳晋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启凯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皆为上
海仰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仰岳、青岛仰岳分别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前0.66% 、0.66%的
股份。

除此之外，发行人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均已作出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详见招股意向书“重大事项提

示” 之“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第四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独立运行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包括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完整业务体系，独立从事园林

绿化工程施工、园林规划设计、花卉种苗研发生产、园林养护等全产业链业务；合法拥有与
生产经营相关的商标、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建立了独立规范的劳动人事及
工资管理制度；建立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内的健全的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设
立了独立的财务部门，建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及财务会计制度，开设了独立的银行账
号，并依法独立纳税；实现了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方面的完全独立，具有完整的业
务体系及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1、资产独立
园林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依法办理了相关资产的变更登记。 目前公司对

所有生产经营所需的资产有完全的控制支配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不存在资
产、资金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以资产、权益或信誉为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担保的情形，公司现有的资产独立、完整。

2、人员独立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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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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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均按照《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产生，总经理、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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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财务人员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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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财务独立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配备了专门的财务人员，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

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独立作出财务决策，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的情形。

4、机构独立
公司依法设立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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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超越公司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职权干预公司机构设置、人员任免和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形。

5、业务独立
公司设立时，承接了园林有限的全部业务，拥有独立的生产经营场所，独立对外签订合

同、开展业务，拥有独立完整的经营管理体系，不存在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或者第三方重大依赖的情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园融集团，主要是持有和管理发行人的股权，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

竞争情形。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洪先生除持有园融集团58.54%的股权、 风舞投资12.10%股权外，

未通过控股或参股等形式投资与公司相竞争的企业。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三）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的控股股东园融集团、股东风舞投资、实际控制人吴光洪先生向

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控股股东园融集团、股东风舞投资的具体承诺如下：
“1、本公司愿意促使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来不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间

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2、 本公司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

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
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3、未来如有在股份公司经营范围内相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本公司将介绍给股份公司；
对股份公司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本公司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股
份公司相同或相似。

4、如未来本公司所控制的企业拟进行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本公司将行
使否决权，避免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不与股份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以维护股份公司的利
益。

5、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实际控制人吴光洪先生的具体承诺如下：
“1、本人愿意促使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将来不直接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间接从

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2、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股份公司构成竞争

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股份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
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3、未来如有在股份公司经营范围内相关业务的商业机会，本人将介绍给股份公司；对
股份公司已进行建设或拟投资兴建的项目，本人将在投资方向与项目选择上避免与股份公
司相同或相似。

4、如未来本人所控制的企业拟进行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本人将行使否
决权，避免与股份公司相同或相似，不与股份公司发生同业竞争，以维护股份公司的利益。

5、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二、关联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情况
1、经常性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内容

董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 - - - 6.72 车辆租赁

费 6.72 车辆租赁
费

合计 - - - - 6.72 - 6.72 -
占当期营业成本的

比例 - - - - 0.01% - 0.01% -

2017年及2018年，为优化资源利用，减少公司支出、节约日常管理费用和维护成本，公
司向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租赁办公车辆， 每年各发生租赁费6.72万元， 占2017年及
2018年营业成本的比例均为0.01% ，对公司营业成本影响较小。 2019年，公司未再向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租赁办公车辆，相应费用为0。

（2）出售商品及提供服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名称

2020年1-6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内容 金额

南段南湖
- - 建设 2,427.18 建设 27.39 建设 1,962.12
- - - - - - 设计 17.62

北段南湖
- - 建设 2,268.36 - - 建设 1,918.33
- - - - - - 设计 34.18

建德城乡 养护 432.82 建设及养
护 658.52 建设 5,676.43 建设 21,148.62

合计 - 432.82 - 5,354.06 - 5,703.82 - 25,080.87
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 - 0.63% - 3.60% - 3.94% - 19.80%

注：表格中的数据不包括审价差异情况。
1）上述关联方的股东之间关系说明
关于南段南湖、 北段南湖和建德城乡的股权结构详见 “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

“六（二）参股公司情况” 。
①南段南湖股东情况
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岳阳市南湖新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控股企业。
崇永投资为杭州睿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鲲投资” ）100%投资企业，为南段

PPP项目的社会投资方。
睿鲲投资于2015年8月在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公司类型为私

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30104000299177，注册资本为2, 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杭州市
江干区杭海路238号森禾商务广场1幢2411室，法定代表人为姚睿，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建设项目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睿鲲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姚睿 800.00 40.00
2 汤英杰 600.00 30.00
3 李鲲鹏 600.00 30.00

合计 2,000.00 100.00

睿鲲投资现任执行董事为汤英杰，监事为李鲲鹏，经理为姚睿。
崇永投资及其股东睿鲲投资与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②北段南湖股东情况
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岳阳市南湖新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控股企业。
杭州崇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照投资” ）为杭州鹊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鹊鸿投资” ）100%投资企业，为北段PPP项目的社会投资方。
鹊鸿投资于2015年8月在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公司类型为私

营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为330104000299169，注册资本为5, 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杭州市
江干区杭海路238号森禾商务广场1幢2410室，法定代表人袁陆军，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
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建设项目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
项目”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鹊鸿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袁陆军 2,500.00 50.00
2 尹子发 1,250.00 25.00
3 殷超 1,250.00 25.00

合计 5,000.00 100.00

鹊鸿投资现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为袁陆军，监事为周海军。
崇照投资及其股东鹊鸿投资与岳阳南湖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公司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③建德城乡股东情况
建德市新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建德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控股企业。
沐野实业为建德美丽城乡项目的社会投资方。 其于2015年6月在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独资）， 注册号为
330106000415709，注册资本为5, 000万元，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金色西溪商务
中心3号楼1007室，法定代表人为闫辉，经营范围为“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服务：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
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商务信息咨询（除中介），网络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房地产营销策
划，市场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及咨询，承接环保工程、环境工程、市政工程（涉及资质证
凭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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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本招股
意向书签署日，沐野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闫辉 5,000.00 100.00

沐野实业现任执行董事为闫辉，经理为姜震宇，监事为贺守宽。
沐野实业与建德市新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项目公司之董事会、管理层的构成及公司委派人员情况
①南段南湖、北段南湖
南段南湖与北段南湖PPP平台公司均不设董事会， 设执行董事一名。 管理层设经理一

名，由执行董事兼任。 上述两个平台公司由公司委派傅磊（公司员工）担任其执行董事兼任
总经理。 公司相关员工任职平台公司的主要原因：公司系该PPP项目的施工方，为保证工程
建设的顺利完成，应股东方和业主单位要求，在项目建设期间、审价结算完成前由公司委派
人员担任平台公司负责人。

②建德城乡
建德城乡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管理层设经理一名，由执行董事兼任。 徐娟英

为执行董事兼任总经理（由沐野实业委派）。 公司不存在委派人员任职于董事会、管理层的
情况。

3）关于公司对项目公司控制力的说明
①南段南湖、北段南湖公司章程中关于决策程序的相关约定及说明
A .股东会决策约定
南段南湖、北段南湖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最高决策机构为股东会，行使《公司法》第

三十七条规定的第1项至第10项职权，还有职权为：“对公司对外担保、转投资、变更公司登
记事项作出决议；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

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按股东认缴出资额所持股份比例进行表决。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
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延
长营业期限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除前款决议事项外的其
他决议，需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B.董事会决策约定
南段南湖、北段南湖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名，由股东会会

议选举产生。 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依法行使《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第1至第10项
职权。

C.管理层决策约定
南段南湖、北段南湖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设经理一名，由执行董事兼任，依法行使《公

司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职权。
D.相关说明
南段南湖、北段南湖分别为南段PPP项目与北段PPP项目的SPV平台公司，根据公司章

程约定，南段南湖、北段南湖的实际决策机构为股东会。 平台公司社会资本方分别为崇永投
资、崇照投资，其分别持有南段南湖、北段南湖98%的股份，为平台公司之控股股东。 鹊鸿投
资、睿鲲投资分别作为崇永投资、崇照投资的100%控股股东，为平台公司实际受益方。

南段南湖、北段南湖系为顺利实施PPP项目而设立。 睿鲲投资、鹊鸿投资通过委派人员
担任出纳等职务，实现对平台公司资金的管理；岳阳市南湖新区管委会委派职员代表监管
项目施工和工程结算等具体情况。

由上可见，公司作为项目平台公司1%股权的出资方，主要承担工程施工的责任，对项目
平台公司不存在具体运营、资金等控制权，因此对项目平台公司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

②建德城乡公司章程中关于决策程序的相关约定及说明
A .股东会决策约定
建德城乡公司章程约定，公司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公司法》第三十七

条规定的第1项至第10项职权， 还有职权为：“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
作出决议；对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除本条第11项以外的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对公
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每项决议需代表多少表决权的股东
通过规定如下：（1）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
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2）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
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3）股东会对公司为公司股东或
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除上述股东或受实际控制且支配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4）股东会的其他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B.董事会决策约定
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依法

行使《公司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第1项至第10项职权，第十七条执行董事每届任期三年，
执行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C.管理层决策约定
公司设经理，由执行董事聘任或者解聘。 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依法行使《公司法》第

四十九条规定的职权。
D.相关说明
建德城乡系建德美丽城乡项目的实施平台公司，系为顺利实施工程而设立。 其社会资

本方沐野实业， 持有建德美丽城乡精品线路建设有限公司63%的股权， 为平台公司控股股
东， 同时建德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通过 “建德市新园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参股
35% ，对平台公司及项目的实施进行监督与管控。

公司作为平台公司2%股权的出资方，不存在委派人员任职于建德城乡董事会、管理层
的情况，对项目平台公司不存在具体运营、资金等控制权，对项目平台公司不存在控制、共
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综上，公司为实现上述项目施工有序实施并顺利完成，参股了南段南湖、北段南湖及建
德城乡。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仅参与相关项目的施工管理，对平台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 截
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上述项目均已审计完毕，项目施工管理过程中，亦不存在违反法律
规定或相关协议、合同约定之情形。

4）公司对各项目公司投资的会计处理及依据
公司对“南段南湖、北段南湖和建德城乡” 不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

公司分别持有上述平台公司1% 、1%和2%的股权，2017-2018年度，公司根据参股比例是否
构成重大影响，按照成本法（参股比例较低，对平台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将其计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科目进行会计核算。2019年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公司将以参股方式投资
的项目公司划分为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崇永投资与崇照投资的控股股东与公司供应商杭州中润注册地相近的情况说明
南段南湖和北段南湖PPP项目社会资本方崇永投资与崇照投资的控股股东在2015年设

立时因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招商引资，由其对接到森禾商务广场，并免费提供注册地
址，崇永投资、崇照投资的控股股东实际并未在该注册地址办公；公司供应商杭州中润因其
原办公楼被拆迁后，杭州中润的股东在森禾商务广场购买了物业，杭州中润于2017年搬迁
到森禾商务广场。 上述三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资金往来，与公司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利益安排。

2、偶发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关联方为公司借款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借款银行 担保金额 借款期间 担保期间 担保方 担保方式 关联交易是
否履行完毕

1

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浙江
省分行营业

部

4,500 2011/3/25-2018-
3-24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
次日起两年

吴光洪、倪
蓓、张炎良、
李悦华、丁
旭升、张艳、
陈伯翔、盛
韩萍注1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1,000 2016/1/7-2017-1
-6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

次日起两年

园融集团、
吴光洪，倪
蓓、杭州供
销农信担保
有限公司注

2

连带责任保
证、质押 是

2
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滨江支行

1,000 2016/5/12-2017-
5-11

借款发放之日起
至到期后两年止 园融集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4,400

2019/3/20-2019-
9-4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2020/5/12-2021-
5-11

3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文晖支行

8,000 2017/1/4-2018-1
-4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届满日起

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4

南京银行杭
州城西小微
企业专营支

行

2,000 2016/2/29-2017-
2-28

主合同下债务履
行期满之日起两

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之江支

行

3,000 2016/6/15-2017-
5-15

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每笔贷款到
期日另加两年

吴光洪、倪
蓓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10,000 2017/5/11-2018-
5-11

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每笔贷款到
期日另加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10,000

2018/5/8-2019-4
-6 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每笔贷款到
期日另加三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2019/4/3-2019-1
0-3 否

6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羊
坝头支行

10,000

2016/10/13-2017
/10/12

主合同下借款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

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017/1/5-2018-1
-5 是

2017/2/9-2018-2
-1 是

2017/3/13-2018-
3-12 是

20,000

2017/10/10-2018
-10-12

主合同下借款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

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018/1/12-2018-
12-28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018/3/6-2019-3
-11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018/2/2-2019-2
-1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2,000

2019/3/11-2020-
3-6

主合同下借款期
限届满之次日起

两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2019/8/20-2020-

8-18
2020/6/28-2022-
6-27

7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8,000

2016/11/24-2017
/11/24

主合同下债务履
行期满之日起两

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2017/1/25-2018-
1-25

主合同下债务履
行期满之日起两

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8,000 -
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吴光洪、倪
蓓、园融集

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8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求是支行

28,000 2017/3/24-2026-
3-24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届满之日

起满两年
园融集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8,000 2017/10/19-2018
/4/19

每笔债权合同债
务履行届满之日

起满两年

吴光洪、园
融集团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9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5,000 -
主合同下债务履
行期满之日起两

年

园融集团、
吴光洪、倪

蓓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1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5,000 2019/8/5-2020-7
-17

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授信协议》
项下每笔贷款或
其他融资或贵行
受让的应收账款
债权的到期日或
每笔贷款的垫款

日另加三年

园融集团、
吴光洪、倪

蓓

连带责任保
证 否

1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九
堡支行

25,000

2019/9/11-2019/
12/302019/9/6- 主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二年

园融投资、
吴光洪、倪

蓓

连带责任保
证

是

是
2019-12-302019/
11/6-2020/11/5

否

注1： 倪蓓女士系公司董事长吴光洪先生配偶， 李悦华女士系公司董事张炎良先生配
偶，张艳女士系公司董事丁旭升先生配偶，盛韩萍女士系公司董事陈伯翔先生配偶。

注2：2016年1月6日，杭州供销农信担保有限公司就本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浙江省
分行营业部签订的编号为33010011-2015年（杭营）字0039号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借款
金额为1, 000万元，担保金额为500万元，担保合同编号为33010011-2016年杭营（保）字
0003号，并提供50万元的质押担保，质押合同编号为33010011-2016年杭营（质）字0001
号。 同时，园融集团、吴光洪、倪蓓以连带责任方式向杭州供销农信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反担
保。

3、关联方往来余额
（1）报告期各期末余额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年
6月30日

2019年
12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建德城乡 458.79 - 5,694.37 -
南段南湖 3,794.14 3,607.49 3,243.55 46.68
北段南湖 3,608.53 3,473.56 1,808.38 4,152.73

2020年6月末应收南段南湖、北段南湖和建德城乡的款项系应收工程施工款、养护结算款，
2019年末应收南段南湖、 北段南湖和建德城乡的款项系应收工程施工款，2018年末应收南
段南湖、北段南湖和建德城乡的款项系应收工程施工、养护结算款，2017年末应收南段南湖
和北段南湖的款项系应收工程施工结算款。

（2）项目收款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 上述三个关联方的应收账款主要系实施 “南段PPP项目、 北段

PPP项目（含提升项目）和建德美丽城乡项目”的工程施工所致，其期后收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6月末工程施工应收
账款余额

截至2020年6月末累计
工程施工收款

累计收款/（累计收款+期
末应收账款）

南段PPP项目 1,237.64 9,967.38 88.95%
北段PPP项目 1,256.70 9,861.22 88.70%
南段PPP项目提升 2,556.50 - -
北段PPP项目提升 2,346.60 - -
建德美丽城乡项目 - 45,944.58 100.00%

注：上述项目统计金额不包含设计和养护业务
1）南/北段PPP项目收款进度情况
根据公司与南段南湖、 北段南湖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按每月80%支付工程进度款，

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90% ，经决算审计后付至95% ，预留5%作为工程质保金。 ”
截至2020年12月19日，南/北段PPP项目状态均为已审计完毕，项目“累计收款/（累计

收款+期末应收账款）” 的比例分别为100%和99.49% ，与施工合同约定的付款进度不存在
较大差异。

南段PPP项目提升、北段PPP项目提升工程分别为“南/北段PPP项目” 的提升项目，于
2019年12月竣工。 截至2020年12月19日，南段PPP提升项目收款进度为100% ，北段PPP提
升项目已审计完毕，尚未回款。

2）建德美丽城乡项目收款进度情况
建德美丽城乡项目，施工合同约定：“每月支付合同范围内的实际完成工程量的70%的

工程进度款，待工程完工后付至合同范围内的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5% ，经结算审计后一个月
内付至结算审定价的95% ，预留5%作为质保金。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本项目已完成审计，项目“累计收款/（累计收款+期末应收
账款）”的比例为100.00% 。

上述项目方付款情况基本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较大差异。
4、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公允性
（1）报告期内公司存在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租赁办公车辆的情形，该租赁事

项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利用，减少公司资本性支出、节约日常管理费用和维护成本，具有一
定的必要性。

该等关联交易金额小，占各期营业成本的比例为0.01% 、0.01% 、0和0。 该等关联租赁参
照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公司与南段南湖和北段南湖的关联交易，主要系公司向其提供岳阳南湖
交通三圈PPP项目的工程施工服务。 该等关联交易系公司参与PPP项目所形成的，对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该等关联交易在上述工
程项目完成并结算后将不再发生。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是根据政府方对上述PPP项目招标时的招投标文件确定，定价公允。
（3） 报告期内公司与建德城乡的关联交易， 主要系公司向其提供工程施工及养护服

务。该等关联交易系公司作为参股公司参与EPC项目所形成，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
产生积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该等关联交易待工程施工完成，项目完工结算
后将不再发生。

该等关联交易定价是根据政府方对上述EPC项目招标时的招投标文件确定，定价公允。
（4）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担保，系公司为取得银行授信，应贷款银行要求由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对公司贷款作补充担保，为目前银行风险控制的普遍措施，具有
合理性和必要性。 另外，报告期内公司运营情况良好，资产负债率较低且无不良信用记录，
担保人承担连带风险极小。 因此，上述担保方未向公司收取担保费，该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均系正常生产经营所需，且定价公允，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无重大不利影响，符合业务发生时的《公司章程》以及相
关协议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通过上述关联交易
向公司输送利益之情形。

5、防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内控制度的健全、有效性
公司制定了三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有效防范

了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
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已经从货币资金业务的支付申请、支付审批、支付复核、支付

办理等方面建立了严格的授权批准制度；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关联方资金往来
进行了规定，具体内容详见本节之“二（三）关于关联交易决策权力和程序的规定” 。

立信所已就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报告认为：“杭园股份按
照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发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规定于2020年6月30日在所有
重大方面保持了与财务报表相关的有效的内部控制。 ”

公司严格执行关于防范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
资金被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二）最近三年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报告期内经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请参见招股意向书摘要 “第四节 同

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之“二、（一）关联交易情况” 。
2、报告期内偶发性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分析
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担保，主要系公司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银行借款担保。 由于公司

尚未上市，融资能力有限，且园林绿化工程项目需要垫付大量资金，因此需要关联方的支
持，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未来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资金实力的提升，尤其是如果
上市成功，公司融资能力将得到极大提升，该等关联担保行为将逐渐减少。 公司与关联方之
间的偶发性关联交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三）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是否合法及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发

表了如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间关联交易系因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需要而产生，相关关联
交易以市场价为基准，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则，有关协议所确定的价格是
公允的、合理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已经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履
行了决策程序。

第五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性
别

出生
年份 职务 任职期间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2019年
薪酬情
况（万
元）

持有公司股
份
情况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吴光
洪 男 1967

年
董 事
长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本科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 历任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
公司工程部经理、 总经理、杭
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杭园股份董
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

园融集团、风舞
投资、桂花技术
执行董事兼经
理，易大设计执
行董事、杭州巨
擎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44.54

通过持有园
融集团、风舞
投资58.54%、
12.10% 的 股
权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无

张炎
良 男 1974

年

董事 、
总 经
理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专科学历，工程师、一级注册
建造师。 历任杭州市东明山森
林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
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监
事、副总经理、总经理、杭园股
份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 38.22

通过持有园
融 集 团
13.80% 的 股
权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无

陈伯
翔 男 1967

年

董事 、
副 总
经理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
浙江省林科院技术员、杭州市
园林绿化工程公司项目部经
理、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工程部经理、营销副总经
理、杭园股份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 30.41

通过持有园
融集团、风舞
投资13.83%、
11.82% 的 股
权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无

丁旭
升 男 1970

年

董事 、
副 总
经理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
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项
目经理、投标部经理，杭州易
大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
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杭园股份董事、
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画境种业执行
董事兼经理、浒
溪生态经理

30.41

通过持有园
融 集 团
13.83% 的 股
权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无

董望 男 1984
年

独 立
董事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博士研究生学历。历任武汉天
立会计师事务所助理审计师、
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助理、香港
中文大学研究助理、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浙江
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和上
海海典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浙江大学管理
学院副教授、乾
阜 资 产 管 理
（上海）有限公
司投资顾问、中
国政府审计研
究中心研究员、
振德医疗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三江
购物俱乐部股
份、迈创企业管
理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
事、成都弈鼎企
业管理咨询中
心（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50 - 无

包志
毅 男 1964

年
独 立
董事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博士，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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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副院
长（主持工作）、杭州天香园
林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岭南股
份独立董事、诚邦股份独立董
事、棕榈股份独立董事，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

杭 州 园 林
（300649）独立
董事

5.92 - 无

邵煜 男 1979
年

独 立
董事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历任
华盛顿大学 、 美国环保署
（USEPA）访问学者、浙江大
学土木系博士后、讲师、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副所长。现任
浙江大学土木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副所长。 现任公司独立
董事。

- 4.50 - 无

吴忆
明 男 1968

年

监 事
会 主
席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历任杭州钢铁集团股份公司
财务会计处会计、 主办会计、
处机关团支部书记，杭州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科技中心财务部部长、机关党
支部第二支部书记、局机关党
组成员、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工会主
席、 杭园股份监事会主席、工
会主席。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工会主席。

27.74

通过持有风
舞投资3.64%
的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股
份

无

贾中
星 男 1963

年 监事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本科学位，历任浙江科技报社
记者、新闻部副主任、编委兼
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现任
公司监事。

浙江省嵊泗洋
山滚塑游艇科
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浙江新
干世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
杭州沣实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
理

- - 无

张清 女 1978
年 监事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大专学历，工程师职称，历任
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设计部、 招投标部经理、市
场部经理、杭园股份监事。 现
任公司监事。

南段南湖监事、
北段南湖监事 15.72

通过持有风
舞投资0.73%
的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股
份

无

李寿
仁 男 1963

年

副 总
经 理
兼 技
术 服
务 总
部 总
经理 、
核 心
技 术
人员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杭州
市风景园林学会专家库专家，
浙江省“建设工匠” 。 历任杭
州铁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林务部经理、杭州市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杭
园股份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风舞投资监事 30.41

通过持有风
舞投资5.00%
的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股
份

无

孙立
恒 女 1967

年
财 务
总监

2019年3月
30日-2022
年3月29日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财务管理
（财务总监CFO）职业资格认
证，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
协会资深会员 （FCMA），全
球 特 许 管 理 会 计 师
（CGMA）， 财务管理高级技
师。 历任浙江恒林家具有限公
司财务主管、浙江恒林椅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安吉恒达投资有限公
司监事、浙江唯亚商贸有限公
司监事、杭州市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杭园股份
财务总监、北京韬联科技有限
公司监事。 现任公司财务总
监。

23.08

通过持有风
舞投资4.55%
的股权间接
持有公司股
份

无

(上接C57版）

(下转C59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