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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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微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View Kr Bio-tech.Co.,Ltd

公司简称： 微氪生物

股份代码： 80081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3240664527

法定代表人： 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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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03 月 05 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6年 11月 14 日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 266号海口国家高新区创业孵化

中心A楼 5层 A1-1064室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现代服务业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利用，农林技术开发，环境监测服务、软件

开发与销售，医疗器械、科研教学设备、试剂、耗材的销

售，实验室建设，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主营业务 科研教学设备、试剂、耗材的销售，实验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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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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韵琴

联系电话： 13368944055

邮箱号码： 3263552176@qq.com

财务负责人： 张惠苗

联系电话： 18789907275

邮箱号码： 39558648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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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信天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雷蕾

公司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凤翔东路绿色佳园江畔人家 1-8#楼四层

B3A01 房联系人名称： 王紫妮

联系电话： 18789754787

邮箱号码： 2535057997@qq. com

审计机构名称： 海口中天华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商小刚

公司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北路德派斯大厦B1402 号

注册会计师： 商小刚 、云丽、林婉

联系电话： 0898-66755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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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号码： 28778270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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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勇 男 31 2016.11.1-2019.11.1

2006-2009年在校期间与同

学创立海南天地科技有限公

司，主营生物测序和实验类易

耗品零售；2009-2012 年创

立海南壁虎生活网，主营业务

构建本地化O2O生活服务类

平台，因资金短缺而失败；

2012-2013年创立海南科博

龙实业有限公司，主营消防器

材，现交于弟弟打理经营；

2013 至今从海南天地脱离

独立成立海南微氪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并扩大经营范围，以

政府招标项目为主导，实验室

易耗品为铺助，持续经营至

今。

张金龙 男 28 2016.11.1-2019.11.1

2012年1月至2011年6月，

广东省格兰仕电器集团质检

部质检员 2年。2012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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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担任海南微氪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负责试剂

耗材、仪器设备销售日常工作

(从公司的前期筹建时期开始

就职）。

刘建 男 32 2016.11.1-2019.11.1

2009年12月至2011年12

月，福建省海防某炮兵团义务

服役 2年。2012 年至 2014

年 6月就职于海南联通公司

广州分公司，担任业务组长；

2014年7月至今就职海南微

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公司

的前期筹建时期开始就职），

负责仪器设备销售日常工作。

张申 男 31 2016.11.1-2019.11.1

2008 年至今在海南南盾实

业有限公司担任贸易部主管。

2015年6月至今任海南微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王林 男 37 2018.4.1-2019.11.1

2008年至2015年在海口耐

华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工厂担

任厂长，总经理。

2015 至今在海南三和盛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承

包市政工程项目负责人。

2018年4月至今任海南微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刘玉元 男 37 2018.4.1-2019.11.1 2014 年至今在海南玉元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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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材料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18年4月至今任海南微氪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

情况
工作经历

左安全 男 50 2016.11.1-2019.11.1 个体户经营。

刘美华 女 52 2016.11.1-2019.11.1 个体户经营。

张金花 女 30 2016.11.1-2019.11.1

2010年6月至2012年就职

于海南鑫木机械工程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

2012 年至今就职于海南微

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

经理助理职务(从公司的前期

筹建时期开始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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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双华 女 35 2016.11.1-2019.11.1

2001年8月至2005年4月

就职于广州欧派担任销售员，

2008 年 6月至 2014 年 12

月个体户经营。2015年 4月

至今就职于海南微氪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

务。

于韵琴 女 32 2016.11.1-2019.11.1 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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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广州钧均化工有限公

司担任销售助理职务，2007

年10月2010年8月就职台

一铜业（广州）有限公司担任

销售助理兼助理组长，2013

年 7月至 2014 年 6月就职

于海南利能佑民医药有限公

司，担任销售内勤职务，2014

年 6月至 2015 年 8月就职

于海南寒舍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

2015 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

南微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担

任秘书。

张惠苗 女 29 2016.11.1-2019.11.1

2008至2013年3月在罗技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维修部门

主管（半工半读），2013 年

5月至2014年8月在海南灵

捷利制冷科技担任文员及核

算员，2014年 9月至今在海

南微氪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

务会计(从公司的前期筹建时

期开始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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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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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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勇 110股 55% 110 股 55% 无变动

张金龙 90股 45% 90 股 45% 无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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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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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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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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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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7586.18 4285419.3 3.32

营业利润 224645.46 -317377.41 170.78

利润总额 224645.46 -17377.41 1392.7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2820.16 -68150.39 368.2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

182820.16 -68150.39 368.26

总资产 3733122.43 5177032.8 -27.89

总负债 1618452.66 3245183.2 -50.13

资产负债率 43.35% 62.68% -30.84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2114669.77 1931849.6 9.46

股本（总额） 2000000 200000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9199.73 -170527.99 -392.1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42 -0.09 -366.6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06 0.97 9.28

净资产收益率 8.65% -3.53% 345.04

每股收益 0.09 -0.034 3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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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股东持股情况

编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左勇 110 55%

2 张金龙 90 45%

合计 ---- 200 100%

（二）公司股东情况

左 勇 ： 男 ， 中 国 国 籍 ， 无 境 外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

430421198702124770，现任公司董事长。

张 金 龙 ： 男 ， 中 国 国 籍 ， 无 境 外 永 久 居 留 权 ， 身 份 证 号 ：

430421199008060839，现任公司董事兼业务经理。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申请人股东左勇持有公司 55%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股东张金龙持有

45%的股份，股东左勇与张金龙系姻亲关系。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均由左勇做

出，张金龙均与其保持一致。自 2015 年 3 月 5 日公司成立至今，公司一直由

左勇实际控制，公司控制结构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股东相互间的关联关系

股东左勇与张金龙系姻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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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我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生物技术开发利用，农林技术开发，环境监测服务、软

件开发与销售，医疗器械、科研教学设备、试剂、耗材的销售，实验室建设，货

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主营科研教学设备、试剂、耗材的销售，实验室建设。今

年的经营范围及主营业务范围有所调整，导致今年的营业收入全部来源于主营业

收入，主营业收入是 442.76 万元，比上年略有增长，净利润是 18.28 万，较

上年转亏为盈，由于今年投入的研发费用较少，合理管控成本，使得利润上升。

二、重大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无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二）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无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三）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无诉讼，仲裁情况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正常按照合同履行

（五）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无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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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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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