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唐积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甘国华、会计机构负责人欧萍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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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公司名称： 海南禹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Yuxun Technology Co., Ltd..

公司简称： 禹讯科技

股份代码： 80160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069685773A

法定代表人： 唐积尧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200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200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13年 7月 17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8年 9月 29日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105 号百方广场百方大厦 15E房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电子信息

经营范围

网络信息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网络技术咨询服备，
计算机技术咨询，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营销
策划，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
子产品，办公用品。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通过经营列表网（www.liebiao.com）等网络平台，为
客户提供网络信息技术服务。列表网是国内排行前四的分类信息
网站。



2

二、公司信息披露地址及相关义务人员情况

项目 内容

董事会秘书： 甘国华

联系电话： 13379881809

邮箱号码： guohua@yuxun.com.cn

财务负责人： 甘国华

联系电话： 13379881809

邮箱号码： guohua@yuxun.com.cn

信息披露网址： http://www.hnexchange.com/

信息备置地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三、本次年报各服务中介机构及负责人情况

项目 内容

推荐机构名称： 无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联系人名称：

联系电话：

邮箱号码：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席海波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路 15号财盛大厦第 9层

注册会计师： 王征、席海波

联系电话： 0898-66225396

邮箱号码： hainanhuax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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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持股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董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唐积尧 男 45
2018年8月

31日
无

1998 年 7月至 2002 年 12月

就职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担任邮件系统工程师，

2003 年 1月至 2006 年 12月

就职于中电赛龙通信研究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IT 部门经理，

2007 年开发列表网网站，2010

年 3月至 2018 年 11月就职于

北京禹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已

注销）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3 年 7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

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甘国华 女 47
2018年8月

31日

海南微时刻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

理

2001 年 8月至 2010 年 3月就

职于中国人口报任记者、副主

任，2010 年 3月就职于北京禹

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2013 年 7月至今就职于公司担

任董事、董秘、财务负责人，

2017 年 1月至今就职于海南微

时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现担任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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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兴壮 男 33
2018年8月

31日
无

2009 年 6月至 2010 年 8月，

就职于合富辉煌集团任网站运

营专员；2010 年 9月至 2012

年1月就职于搜房网任网络推广

主管；2012 年 3月至 2015 年

3月，就职于广州钜讯科技有限

公司任项目经理；2015 年 5月

至今就职于公司现担任董事。

刘诗雄 男 28
2018年8月

31日
无

2012 年 7月毕业于长沙航空技

术学院，大专。2012 年 8月至

2016 年 9月就职于海南鑫网科

技有限公司，历任市场主管、运

营经理、商务经理，2016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担任公司

董事。

刘建 男 47
2018年8月

31日

中国万向控

股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部

总经理助理

2003 年 6月至 2006 年 6月，

任职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法务部，担任高级法律顾

问；2006 年 6月至 2007 年 10

月，任职于熙可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担任法务部部长；

2007 年 10月至今，任职于中

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历任法务

经理、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助理，

具有律师从业资格；2018 年 7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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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欧萍 女 44
2018年8月

31日
无

1996 年 7月至 1997 年 6月，

就职海口维福装饰装修工程有

限公司；1997 年 6月至 2001

年 2月，就职于深圳航新铝业有

限公司；2001 年 3月至 2001

年 12月，就职于鹏皇（深圳）

纺织有限公司；2002 年 1月至

2011 年 11月，就职于深圳市

忆亚实业有限公司，担任助理高

级会计主任；2012 年 2月至

2014 年 2月及 2015 年 3月至

2016 年 7月，就职于海南展创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澄迈展创置

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理；

2014 年 2月至 2015 年 3月，

就职于海口远滔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循香食品有限公司，担任财

务经理，2016 年 8月至今，就

职于公司现担任监事会主席。

严密 女 24
2018年8月

31日
无

2015年10月至2017年 10月

就职于湖南运达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2017 年 10月至 2018

年4月就职于海口桔子家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2018 年 7月至今

就职于公司现担任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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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荟蓉 女 24
2018年8月

31日
无

2016 年 9月至 2018 年 3月，

就职于永州维沃电子有限公司，

担任销售助理；2018 年 4月至

今就职于公司现担任职工代表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唐积尧 男 46
2018年8月

31日
无 详见董事基本情况介绍

甘国华 女 48
2018年8月

31日

海南微时刻

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

理

详见董事基本情况介绍

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

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符兴壮 男 33
2015年5月

至今
无 详见董事基本情况介绍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持股及增减变化情况

董事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唐积尧 120万股 60% 120 万股 60%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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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国华 80 万股 40% 80 万股 40% 无变动

符兴壮 0 0 0 0 无

刘诗雄 0 0 0 0 无

刘建 0 0 0 0 无

监事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末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欧萍 0 0 0 0 无

严密 0 0 0 0 无

唐荟蓉 0 0 0 0 无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唐积尧 120万股 60% 120 万股 60% 无变动

甘国华 80 万股 40% 80 万股 40% 无变动

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年初持股

数量（股）

持股比

例（%）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符兴壮 0 0 0 0 无

第三章 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同比增减率（%）

营业收入 19,151,541.13 18,368,166.81 4.26

营业利润 663,620.09 949,056.73 -30.08

利润总额 1,163,933.87 955,501.47 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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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6,885.89 928,688.20 22.4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损益后的净利润
381,433.61 916,843.46 -58.40

总资产 7,161,818.91 4,451,575.41 60.88

总负债 1,830,507.88 1,157,150.27 58.19

资产负债率 25.56% 25.99% -1.65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5,331,311.03 3,294,425.14 61.83

股本（总额） 2,000,000.00 1,100,000.00 8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80,413.13 -591,939.96 333.2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69 -0.54 228.2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2.67 2.99 -10.70

净资产收益率 21.32% 28.19% -24.35

每股收益 0.57 0.84 -32.14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唐积尧持有公司 60%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担任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甘国华持有公司 40%的股权，并担任公司的董事、

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唐积尧与甘国华系夫妻关系，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9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一）公司经营概况回顾

公司主营业务是列表网分类信息网站的经营，列表网目前在国内分类信息网

站中名列第四，排在 58同城、赶集网、百姓网之后。列表网基于解决国内人们

身边的需求，建立为大众用户提供本土化生活需求的靠谱的信息服务平台。公司

业务覆盖全国 363个城市，涵盖了生活服务、商务服务、宠物、车辆、房产、

二手闲置等多个行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包括：金牌会员服务、增值功能服务、代

理商服务、信息推广服务等。主要商业模式：免费+付费模式。公司自 2013 年

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上述主营业务，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2018 年中期开

展网站建设定制服务、小程序定制服务等新业务。

过去的 2018 年是互联网企业的寒冬年，公司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中稳

健发展，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渠道开拓、营销推广、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一

定发展。公司在互联网信息发布和推广业务积极开拓，深度运营，通过市场及渠

道下沉，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

1、 财务状况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716.18 万元，较期初增加 271.02 万元，增幅

60.88%，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货币资金增加 200万元（主要系股东实缴出资 90

万元，本年度销售回款增加 135万元，而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188万元所致），预付北京凯声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款 30万元，应收百

度推广收入 20 万元；总负债 183.05 万元，较期初增加 67.34 万元，增幅增

幅 58.19%，主要原因是本年度计提应付职工薪酬较去年增加 68.54 万元。

2、 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营业收入 1915.1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6%，

主要系报告期内，分类信息行业竞争激烈，虽然受相关政策影响导致推广服务收

入大幅减少，降幅约 60%，但公司管理层提前调整业务重心，重点布局开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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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会员服务、增值功能服务、代理商服务、本地商务等业务，相关服务收入大幅

增加，增幅约 85%；净利润 113.69 万元， 较上年同期利润增长 22.42%，。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200.48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97.24 万元，主要是主要为本年度销售回款

增加，而支付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94 万元，主要系本年度购买日常固定资产有所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10 万元，主要为本年度收到收到

股东投资款 90万元，去年同期收到股东投资款 100万元所致。

二、重大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无。

（二）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无。

（三）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无。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无。

（五）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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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

一、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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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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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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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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