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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宁波绿茵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备案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贵局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正式受理了由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瑞信方正”）提交的宁波绿茵市政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绿茵”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备案全套材料。在瑞信方正与宁波绿

茵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共同配合下，辅导工作按照既定方案有序进行。瑞信方正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贵局报送了第一阶段辅导工作情况，现将截至目前的第二阶

段辅导工作的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本期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次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与辅导对象保持了良好的沟通，根据宁波绿茵

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辅导工作，本期辅导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辅

导计划对辅导对象进行集中授课、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12】

551 号）开展宁波绿茵报告期内的尽职调查、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准备申报

材料等工作。 

（一）规范运作 

瑞信方正辅导小组多次开展座谈和专题研讨会进行问题诊断，协助公司健全、

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瑞信方正辅导小组对实施情况进行了整改跟踪，持续对公司财务、内控、业

务等方面进行尽职调查，加强督促公司全面严格落实辅导小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关注公司各部门切实履行相关职责，达到上市公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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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辅导对象的集中辅导授课 

2018 年 12 月 4 日，瑞信方正对辅导对象进行了约 2 小时的集中授课，主要

关于证监会近期审核情况及审核精神的介绍；证监会关于财务审核方面的关注要

点，并结合发审会的公开文件，有针对性的介绍同行业审核案例，同时对宁波绿

茵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上述培训，旨在让辅导对象对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方面的监管理念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2018 年 12 月 4 日，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辅导对象进行了约 1 小时的辅

导培训，对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讲解。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董事、监

事和高管人员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责任和义务，以及 A 股市场买卖股票的具

体规定及内幕交易的界定做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案例对相关事项所造成的影响

和后果做了具体分析。 

上述相关培训，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

规范运作意识，使他们了解到了证监会对于 A 股上市公司的各项要求，对公司

下一步的规范及申报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业务经营区域较为集中导致利润率下降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经营区域集中在宁波市，而宁波市市政园林行业竞争激烈，

导致公司承接的项目利润率偏低。 

解决措施： 

公司管理层以及业务团队已经加大宁波以外区域的客户开拓力度，承接高毛

利率、净利率的优质项目。本辅导期内，公司已经开始承接宁波市以外的优质项

目。 

（二）诉讼案件 

由于客户宁波合生创展房地产有限公司拖欠公司工程款项，目前已经对该客

户进行起诉，起诉金额预计 4,000-5,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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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措施： 

由于公司已经根据合同完成了业主方的施工建设要求，该诉讼胜诉的成功概

率较大，同时，公司已经对该客户有过成功胜诉，并完成欠款回收的案例，近期

已经有部分诉讼获得一审判决，公司胜诉。因此，该系列诉讼成功可能性较高，

公司出现大幅损失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因诉讼过程较长且不可控，尚无法确定该

重大诉讼的具体解决时间表。 

（三）工程量确认与实际进度存在差异 

根据辅导小组的实地走访发现，公司少量项目账面所确认的完工进度与实际

实施进度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因为公司工程项目由于项目周期长、工作地分布较

广且在实施过程中业主方需求发生变动等，公司部分现场执行人员未能及时上报

相关工程变动情况，导致公司编制的初始预算总成本未能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并最终影响根据完工百比法（成本法）确认的完工进度的准确性。 

解决措施： 

一方面，公司通过加强财务部的人员力量，增加了对上报成本的督促工作，

同时公司也通过培训、绩效考核等多种手段，加强了各项目部的成本意识，使其

上报成本的积极性得以增强。 

另一方面，辅导小组也按季度要求公司提供工程统计表，对前十大工程项目

进行了审慎核查。在取得项目合同、成本归集凭证、工程量确认单等相关资料的

前提下，对项目当期的收入确认情况予以核对，从第三方角度督促企业真实、准

确、完整的进行成本统计及工程量的确认。 

三、辅导人员与辅导对象 

（一）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瑞信方正和宁波绿茵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签署了《宁波绿茵市政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

导协议》”），瑞信方正作为辅导机构承担宁波绿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

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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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开展宁波绿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工作，瑞信方正制

定了详细的辅导计划，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宁波绿茵辅导工作小组包括

赵留军、任汉君、朱正强、翁安阳、高心然和王竹亭六位人员，其中赵留军为辅

导工作小组组长。辅导人员均为本公司正式从业人员，其中赵留军、朱正强为保

荐代表人并具有担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工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以上人员

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 

同时，为了提高辅导效果，瑞信方正还协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共同参与了宁波绿茵的辅导工作。 

（二）接受辅导人员 

报告期内，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宁波绿茵全体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或其法定代表人）（以上人员统称为“辅导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叶鸿星 董事长，5%以上股东及 5%以上股东代表 

2 阮冰 董事，5%以上股东代表 

3 叶鸿华 董事、副总经理 

4 陆秋菊 董事 

5 姜义浩 董事 

6 谢晓鸿 独立董事 

7 徐卫峰 独立董事 

8 董云龙 独立董事 

9 叶晓林 监事 

10 吴作浪 监事 

11 朱世相 监事 

12 周春夏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四、辅导工作开展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截至目前的辅导过程中，尚未存在问题与困难。宁波绿茵积极配合辅导工作，

严格遵守与辅导机构签署的《辅导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公司股东和管理层极为

重视辅导工作，对辅导工作小组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使得辅导工作能够顺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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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根据证监会目前的审核要求，公司预计将于 2020 年下半年予以申报，辅导

计划如下： 

第三阶段： 

2019 年 1 月中旬至 2019 年底：持续跟踪公司发展情况以及财务指标，主要

检查公司整改方案落实情况，跟踪整改情况，查缺补漏，并对近期的审核案例进

行学习。 

主要工作 辅导方式 辅导时间 辅导人员 

检查公司整改方案落实情况 调查、座谈 
2019 年 
一季度 

辅导小组 

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体系 
集中授课、座谈、

调查 
2019 年 
二季度 

辅导小组 

IPO 中股票发行的相关法规 集中授课、座谈 
2019 年 
三季度 

辅导小组 

证监会近期审核案例学习 集中授课、自学 
2019 年 
四季度 

辅导小组 

第四阶段： 

2020 年 1 月至申报前内核：主要准备最后的辅导和答疑工作，进行考试，

准备辅导验收等。 

主要工作 辅导方式 辅导时间 辅导人员 

辅导考试前答疑 答疑 
2020 年 
一季度 

辅导小组 

辅导考试 考试 
2020 年 
一季度 

辅导小组、邀请派

出机构 

辅导总结 座谈、评估 
2020 年 
二季度 

辅导小组 

辅导工作底稿的完善 资料整理 
2020 年 
二季度 

辅导小组 

五、宁波绿茵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 

指  标（单位：万元） 2018 年 9 月 30 日/1-9 月 

营业收入   12,66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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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252.37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940.78 

资产总计   36,447.39  

所有者权益   21,128.96  

由于 2018 年整体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资金面紧张，导致园林工程行业市场

整体收缩，宁波绿茵 2018 年 1-9 月实现净利润 940.78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32.72%。 

六、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一）财务核查 

进一步深入对财务方面的核查工作。辅导小组将继续走访报告期内重大工程

项目，抽取项目合同、收集项目每年度收入和成本的确认依据和凭证、访谈相关

项目经理、核查项目上劳务和材料供应商的情况。 

（二）辅导工作 

根据近期审核关注点，组织辅导对象学习证监会最新的审核政策及相关案例，

更好的规范宁波绿茵的内控和运作。 

（三）规范运作 

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体系，检查公司整改方案落实情况。 

七、辅导对象对辅导机构辅导工作的评价意见 

瑞信方正辅导工作小组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并根据瑞信方正与宁波绿茵签署

的《辅导协议》中之相关约定，勤勉尽责地为相关辅导对象进行辅导培训。瑞信

方正辅导工作小组在工作中勤勉尽责，并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辅导计

划并按辅导计划积极推进辅导工作。 

通过本期辅导，宁波绿茵相关辅导对象对 A 股 IPO 的流程、条件和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方面的监管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其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得

到进一步增强，同时明确了宁波绿茵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思路，辅导效果

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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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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