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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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佳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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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岑梅莲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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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lotian hui mei decoration co., LTD

公司简称： 乐天慧美

股份代码： 80025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620389790C

法定代表人： 张宏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托管股本： 1000 万股

初始成立日期： 1993年 11 月 16 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年 6 月 5 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国贸大道A-8 小区申亚大厦 1702号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行业： 建筑装饰业

经营范围

建材、化工产品（除转营）、机电设备、电工器材、建筑

工程机械销售、装饰工程。

主营业务

建材、化工产品（除转营）、机电设备、电工器材、建筑

工程机械销售、装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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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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少芹

联系电话： 13876081871

邮箱号码： Hainan_ire@126.com

财务负责人： 岑梅莲

联系电话： 13976299518

邮箱号码： 9602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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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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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佳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贺金红

公司地址： 海口市国贸玉沙路中盐大厦 25B2室

注册会计师： 贺金红 林坚

联系电话： 0898-6855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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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号码： hnjmcpa@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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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 女 48
2016.11-2019.

11
无

1992 年 9 月至 1994 年 2

月在锦州市城建职工中专担任

教师；1994 年 3 月至 1995

年 7 月，在锦州市建行房地产

中介物业公司担任业务主办；

1995 年 9 月至今，任职于海

南乐天慧美公司，2001 年起担

任执行董事。

胡海 男 50 2015.6-2018.6 无

1991 年至 1993 年在同济

大学担任教师；1993 年至今，

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公司，

2001 年起担任公司董事。

薛大军 男 48 2015.6-2018.6 无

1993 年7月至 2000年5月，

担任海南筑本工程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工程师，2002 年 3月至

今，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公司，

先后担任项目经理、总经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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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彭健 女 49 2015.6-2018.6 无

1989 年 7 月毕业于航空航天

部大庸航空工业学校财务会计

专业，毕业后分配至电子部

4507 厂财务处工作，1994 年

至广西北海新世纪有限公司财

务部工作，2001 年 3月至今，

在海南乐天慧美公司财务部工

作。

林慧玲 女 47 2015.6-2018.6 无

1992 年至 1993 年，在海南腾

龙房地产公司，担任行政文员、

出纳，1993 年至 1999 年，在

海南燕东实业有限公司及海南

燕南船务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秘书，1999 年至今，在海南

乐天慧美公司工作。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

情

况

工作经历

段旭虎 男 52 2015.6-2018.6 无

1991 年 9 月至 1993 年 3

月，在陕西省宝鸡市卫生防疫

站，担任医师；1993 年 3 月

至 1998 年 3 月，在深圳冠

东实业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1998 年 4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上海冠旭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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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董事长；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3 月，在上海思外特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1 月，在

上海品卓生物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2007 年 1 月

至今，在上海精规石油设备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长、经理。

刘宁正 男 47 2015.6-2018.6 无

1993 年至 1998 年，供职于

无锡市建筑工程公司；1998

年至 2002 年，供职于深圳市

乐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2 年至 2005 年，供职于

海南埃尔伊乐天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2005 年至 2011

年，供职于北京乐筑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2011 年至 2017

年，供职于合肥顾心楼宇工程

有限公司。2017 年至今，供职

于海南天时利节能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

邬晓玲 女 46 2015.6-2018.6 无

1994 年至 1996 年，就职于广

东江门江山建材实业有限公

司，1996 年 4月至今，在海南

乐天慧美公司工作。

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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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

情况
工作经历

岑梅莲 女 41 2001年 3月 无

2001 年 3 月至今，任职于海

南乐天慧美公司，先后担任公

司财务部出纳、会计、经理、

财务总监。

符智 男 35 2014年 1月 无

2005 年 7 至 2008 年 7 月，

就读于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房地

产经营与估价专业，2007 年 9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职于合

肥市新芦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2010 年 5月至 2013

年 4 月，任职于海南埃尔伊乐

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至今，任职于海南

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王仁锋 男 44 1998年 3月 无

1997 年 7 月至 1998 年 2

月，任职于海南农垦建设开发

总公司；1998 年 3月至今，任

职于海南乐天慧美公司。

杨雪芳 女 43 2009年 2月 无

1998年 8月至 2008年 12月

自主经营服装生意，2009 年 2

月至今，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

公司。

曾少芹 女 36 2006年 6月 无

2004 年 10 月至 2006 年

5 月，任职于湛江华辉石化有

限公司；2006 年 6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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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有限公

司。2018 年 5月起，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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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生婷 女 25 2017年 4月 无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4 月

在海南天铭龙药业有限公司担

任应付会计，2017 年 4 月至

今，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公司。

袁海实 男 49 1999 年 无
1999 年至今，担任公司样板师

傅

吴映爵 男 60 1999 年 无

1979 年至 1985 年，在石城

乡兴办榨油厂；1992 年至

1999 年，任职于海南望海楼

国际俱乐部工程部；1999 年至

今，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公司，

先担任施工队长、项目经理等

职务。

陈仁发 男 31 2014 年 无
2014 年 7 月至今，任职于公司

项目经理一职。

薛力铭 男 32 2013 年 无

2011年至2013年担任海南能

华达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技

术员，2013 年至今，任职于海

南乐天慧美项目经理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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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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宏 430万元 43% 430 万元 43%

胡海 430万元 43% 430 万元 43%

薛大军 50万元 5% 50万元 5%

林慧玲 50万元 5% 50万元 5%

彭健 40万元 4% 40万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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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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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4,810.22 12,259,018.55 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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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351,597.98 556,701.83 -36.84

利润总额 351,603.80 580,735.49 -39.4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315.44 249,364.05 -79.8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净

利润
50,315.44 249,364.05 -79.82

总资产 25,791,162.54 28,773,784.10 -10.37

总负债 10,500,095.03 13,544,108.73 -22.47

资产负债率 40.71% 47.07% -13.51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1,703,449.12 11,653,133.68 0.43

股本（总额） 10,000,000.00 10,000,00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381.15 -803,650.64 225.8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 -8.04% 225.7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7 1.17 0.43%

净资产收益率 0.43% 2.14% -79.91

每股收益 0.005 0.025 -79.82%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1、张宏，董事长，女，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锦州工学院，大学本科学历；1992 年 9月至 1994 年 2月在锦州市城建职

工中专担任教师；1994 年 3月至 1995 年 7 月，在锦州市建行房地产中介物业

公司担任业务主办；1995 年 9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董事。持股比例为 43%。



10

2、胡海，董事，男，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1991 年至 1993 年在同济大学担任教师；1993 年至今，

任职于海南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起担任公司董事。持股比例为

43%。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主营业务：建材、化工产品（除专营）、机电设备、电工器材、建筑工程

机械销售、装饰工程。

本公司 2017 年业务收入为 1225.90 万元，2018 年业务收入为

1360.48 万元。2018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7 年度有所提升。预计 2019 年度营

业收入会有更大幅提升。

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在报告期内有所下降。这是由于一些项

目工期延长、未能如期收款、从而成本费用增加所导致，预计 2019 年度会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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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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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序号 工程名称

工程

状态

客户名称 合同额 实际工程额 累计完成工程额 累计已收工程款 2018 年应收账款

2018 应

收账款%

2019 剩余工程额

1

慧远·美林谷 EF

组团涂料工程

完工

海南阳光百年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827,596.13 3,336,066.59 3,336,066.59 2,408,321.08 927,745.51 72.19% 0.00

2

海长流三期外墙

涂料工程

完工

海南天泓基业投资

有限公司

8,206,559.83 9,000,000.00 9,000,000.00 6,394,572.00 2,605,428.00 71.05% 0.00

3

绿地.海长流.缤纷广

场外墙涂料工程

完工

海南天泓基业投资

有限公司

2,697,181.00 4,000,000.00 4,000,000.00 2,149,900.00 1,850,100.00 53.75% 0.00

4

绿地海长流 0802 地块

外墙涂料工程（第一标

段）（四期）

完工

海南天泓基业投资

有限公司

3,139,434.75 3,139,434.75 3,182,463.01 2,197,600.00 984,863.01 69.05% 0.00

5

五源·海上日出（二标）

项目外墙涂料工程

在建

江苏华建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4,767,000.00 4,767,000.00 1,200,000.00 750,000.00 450,000.00 62.50% 3,567,000.00

6

五源·海上日出（一标）

项目外墙涂料工程

在建

海南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4,681,000.00 4,681,000.00 1,314,000.00 800,000.00 514,000.00 60.88% 3,367,000.00

7

城投长信·上东城（住

宅区）一期二标段外墙

真石漆工程

在建

海口长信吉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3,118,059.01 3,118,059.01 78,000.00 603,202.69 -525,202.69 773.34% 3,040,059.01

8

三亚华泓海棠湾国际

温泉度假养生文化村

一期外墙涂料工程

在建

三亚中业南田投资

有限公司

1,648,571.00 1,648,571.00 1,500,000.00 904,884.00 595,116.00 60.33% 148,571.00

9

天街华府 S1 地块住宅

外墙涂料工程

在建 中维地产海南有限公司 2,736,190.00 2,736,190.00 1,500,000.00 1,068,095.00 431,905.00 71.21% 1,236,190.00

10 亚特兰蒂斯花园 在建

海南中瑞华辰酒店

装饰有限公司

3,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 40,000.00 110,000.00 26.67% 2,8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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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821,591.72 39,426,321.35 25,260,529.60 17,316,574.77 7,943,954.83 68.55% 14,208,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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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海南乐天

慧美装饰

股份有限

公司

编制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项目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205,386.68 106,677.21 短期借款 5,000,000.00 3,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9,763,545.96 12,140,055.09 应付账款 3,090,585.92 2,798,808.56

预付款项 738,680.77 630,821.32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66,688.78 116,368.99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38,238.04 239,304.18

其他应收款 8,603,378.86 7,225,527.63 应付利息

存货 8,413,985.14 5,647,833.03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5,014,097.47 4,356,210.32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28,724,977.41 25,750,914.28 其他流动负债

非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13,209,610.21 10,510,692.0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借款

长期应收款 应付债券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专项应付款

固定资产 48,806.69 40,248.26 预计负债 334,498.52 -10,597.02

在建工程 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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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负债

固定资产清理 非流动负债合计 334,498.52 -10,597.02

生产性生物资产 负债合计 13,544,108.73 10,500,095.03

油气资产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无形资产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 10,000,000.00

开发支出 资本公积

商誉 减：库存股

长期待摊费用 专项储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盈余公积 450,699.28 450,699.28

其他非流动资产 一般风险准备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806.69 40,248.26 未分配利润 1,202,434.40 1,252,749.8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合计
11,653,133.68 11,703,449.12

少数股东权益 3,576,541.70 3,587,618.39

资产总计 28,773,784.10 25,791,162.54
负债和所有者(或股东权益)

总计
28,773,784.10 25,791,162.54

法定代表人：张宏 财务负责人：岑梅莲 报表编制人：林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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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

利 润 表

编制单位：海南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18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本 期 金 额 上 期 金 额

一、营业收入 13,604,810.22 12,259,018.55

减：营业成本 10,304,884.80 8,424,094.37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7,121.62 411,903.03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2,357,985.79 2,647,457.35

财务费用 133,220.03 218,861.97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351,597.98 556,701.83

加：营业外收入 5.82 24,049.91

减：营业外支出 - 16.2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号填列) 351,603.80 580,735.49

减：所得税费用 290,211.66 268,672.74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1,392.14 312,062.75

少数股东损益 11,076.70 62,698.70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50,315.44 249,36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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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

现 金 流 量 表

编制单位：海南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 目 本 期 金 额 上 期 金 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859,205.58 15,189,256.27

收到的税费返还 -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927,886.52 18,275,867.60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6,787,092.10 33,465,123.87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864,420.44 11,039,430.6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904,773.61 2,211,130.62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2,998.13 737,091.8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4,323,518.77 20,281,121.38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775,710.95 34,268,77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381.15 -803,650.64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870,000.00 10,2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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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870,000.00 10,25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3,870,000.00 8,2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10,090.62 209,991.8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980,090.62 8,409,991.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0,090.62 1,840,008.1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8,709.47 1,036,357.55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05,386.68 169,029.1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6,677.21 1,205,386.68

法定代表人：张宏 财务负责人：岑梅莲 报表编制人：林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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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 有 者 权 益 变 动 表

编制单位：海南乐天慧美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或股

本

溢

价）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其他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一、上年年末余额 10,000,000.00 450,699.28 1,202,434.40 11,653,133.68 3,576,541.70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10,000,000.00 450,699.28 1,202,434.40 11,653,133.68 3,576,541.70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

列）

- 61,392.14 50,315.44 11,076.70

（一）净利润 61,392.14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0,315.44 50,315.44

少数股东损益 11,076.70 11,076.70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61,392.14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

本
- -

1.所有者投入资本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金额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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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润分配 -

1.提取盈余公积 -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4.其他 -

四、本年年末余额 10,000,000.00 - 1,252,749.84 11,703,449.12 3,587,618.39

法定代表人：张宏 财务负责人：岑梅莲 报表编制人：林生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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