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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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厚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陈鸿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鸿泉、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忠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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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艾纳香生物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blumeabalsamifera bidog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imited by share Ltd development

Limited by share Ltd
公司简称： 艾纳香

股份代码： 80103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583944176T

法定代表人： 陈鸿发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2000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2000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11年 12月 29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6年 12 月 19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 32号复兴城D栋 343 号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销售行业

经营范围

种植业，热带植物产品销售及技术研发，文化艺术交流组

织、策划（演出除外），会议会展服务（不办旅行社业务），

农产品加工。销售，日用百货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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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化妆品、化工产品、日用百货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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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定湖

联系电话： 18608906007

邮箱号码： 18799566@.qq.com

财务负责人： 孙鸿泉

联系电话： 13518096337

邮箱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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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坤尚

公司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 17号财盛大厦 1503

联系人名称： 周海涛

联系电话： 0898-66216650

邮箱号码：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厚积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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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王忠

公司地址： 海口市玉沙路 16号富豪花园C幢南楼 2203 房

注册会计师： 王忠、曹亮

联系电话： 0898-68558250

邮箱号码： hainanhouji@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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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发 男 48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经理

1993-1995 年在海南龙腾集团任

总经理助理；1995-2006 年从事

药品批发、零售；2006 年至今

任海南积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艾纳香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人

代表。

王定湖 男 44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2002.08—2013.02 月，三亚湾

碧海楼度假酒店担任常务副总

职务；2013 年 3月至今，艾纳

香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艾纳香

公司董事。

庞玉新 男 44岁 2016年11月 无 2006.12—2009.12 中国热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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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2020

年11月15日

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2010.01—

2015 年 12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副研究员；2016 年至今，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现任艾纳

香公司董事，技术负责人。

张洪溢 男 60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1980.10-1990.08，在内蒙古药

品检验所任主管技师；

1990.09-2003.07，在海南师范

学院生物系任讲师、高级实验

师、海南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常务

副馆长；2003.08-至今，在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任海南儋州国

家农业科技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主任、海南华南热带农业科技园

区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热

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成果转

化处处长。现任艾纳香公司董

事。

邹纯礼 男 53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1992.07-2008.08在罗甸县外贸

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

2009.09-至今在贵州艾源生态

药业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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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现任艾纳香公司董

事。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吴健 男 54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2006.10—2008.10 北京博雅智

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2008.10—2016.3 上

海海纳百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裁，上海海纳百川文化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快乐

生活》杂志社副社长。现任艾纳香

公司监事。

吴恺 男 35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2008.01—2008.10，北京国安

DDB设计师；2008.11—

2010.11，上海MIG明颉广告设

计师；2010.10-2012.7，

TeeHee(亚州)广告美术指导；

2012.7-2012.7，罗莱家坊设计

经理；2013.7—2015.8，藤升

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2015.9 至今，上海艾纳香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设计总监。现任

艾纳香公司监事。

陈培培 男 35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2009.01-2010.01，上海蓝赫商

贸有限公司担任渠道经理职

务；2010.01-2016.08，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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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丝商贸有限公司担任渠道经

理职务；2016.8 至今，上海艾

纳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线

上事业部总监职务；现任艾纳

香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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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鸿泉 男 50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1989 年-2000 年在海南南海石

油服务总公司，财务部会计、

主管、经理兼进出口部经理。

2000 年-2003 年，海南金盛投

资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03

年-2009 年，三亚上海新达超市

财务部经理；2009 年-2015 年，

海南圣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当

财务总监（负责海南区域财

务）；2015 年 5月-至今海南艾

纳香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当

财务总监。 现任艾纳香股份财

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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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玉新 男 44岁

2016年11月

15日～2020

年11月15日

无

2006.12—2009.12 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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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月，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

所，副研究员；2016 年至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现

任艾纳香公司董事，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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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发 272万 54.4% 1088 万 54.4% 定向增资

邹纯礼 75万 15% 300 万 15% 定向增资

王定湖 10万 2% 40万 2% 定向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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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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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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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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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9252.18 1806614.25 -1.51

营业利润 -5414394.91 -6089610.30 11.09

利润总额 -5520801.01 -5789610.29 4.6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20801.01 -5789610.29 4.6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净利润
-5520801.01 -5789610.29 4.64

总资产 10467045.45 15339329.99 -31.76

总负债 13259727.50 23321498.91 -43.14

资产负债率 126.68% 152.04% -16.68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2792682.05 -7982168.92 65.01

股本（总额） 20000000.00 5000000.00 3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58.84 -251406.94 85.0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2 -0.05 96.00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14 -1.60 91.25

净资产收益率 197.69% 72.53% 172.56

每股收益 -0.28 -1.16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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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海南积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占公司总股本的 68%。实

际控制人为陈鸿发先生，中国国籍，住所地为三亚市儋州南一巷 6号，现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通过海南积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1088 万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4.4%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种植业、热带植物产品销售及技术研发，文化艺术交流组织、

策划（演出除外），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农产品加工、销售，日

用百货的生产、销售。

公司 2018 年度营业收入 177.93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1.51%；净利润

-552.0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64%。

二、重大事项

（一）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未发生

（二）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未发生

（三）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未发生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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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

（五）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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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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