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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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海昌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姜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春红、会计机构负责人李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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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暂无

公司简称： 天鸿实业

股份代码： 80052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028409225XT

法定代表人： 姜和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3700 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3700 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1993 年 5月 3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6 年 3月 7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169号阳光西海岸（三期）南区B1幢

1601、1602 室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综合农业

经营范围

旅游资源开发；休闲农业、农家乐（餐饮、住宿）；农业

种植、养殖；农业科技；乡村旅游；旅游农产品经营销售；

休闲养生、养老服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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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旅游资源开发；休闲农业、农家乐（餐饮、住宿）；农业

种植、养殖；农业科技；乡村旅游；旅游农产品经营销售；

休闲养生、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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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亚军

联系电话： 15595667322

邮箱号码： 375313545@qq.com

财务负责人： 邓春红

联系电话： 13976555009

邮箱号码： 353788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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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汇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荣保

公司地址： 海口市金贸路 1号半山花园海天阁 2128

联系人名称： 邓晓娟

联系电话： 18689804914

邮箱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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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海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赵忠志

公司地址： 海口市国贸路 5号中衡大厦 5/F

注册会计师： 赵忠志、王塞夫

联系电话： 13807579027

邮箱号码： Pebgb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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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姜和 男 63 1993.5. 董事长 1993 年 5月公司成立至今

李红 女 63 1993.5. 行政总裁 1993 年 5月公司成立至今

姜甜甜 女 31 2015.1. 文创总监 2015 年来公司工作至今

彭科力 男 41 2016.1. 董事 2016 年 1月来公司至今

王体星 男 52 2016.12. 董事 2016 年 12月来公司至今

雒红玉 女 50 2016.12. 董事 2016 年 12月来公司至今

岳辉 男 50 2017.6. 董事 2017 年 6月来公司至今

姜维崇 男 63 2013.5. 董事 2013 年 5月来公司至今

姜鸣 男 60 2013.5. 董事 2013 年 5月来公司至今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邢瑞英 女 61 2016.12. 监事会主席 2016 年 12月来公司至今

乔秀丽 女 40 2016.12. 监事 2016 年 12月来公司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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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峰 男 30 2016.6. 监事 2016.6 月来公司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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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和 男 63 1993.5. 董事长 1993.5.成立公司至今

李红 女 63 1993.5. 行政总裁 1993.5.成立公司至今

姜维崇 男 64 2013.5. 项目总监 2013.5.来公司至今

姜甜甜 女 31 2015.7. 文创总监 2015.1.来公司至今

马翠芝 女 53 2017.5. 董事长助理 2017.5.来公司至今

姜鸣 男 60 2013.5. 营销总监 2013.5.来公司至今

邓春红 女 44 2017.3. 会计 2017.3.来公司至今

魏亚军 男 31 2012.6. 董事会秘书 2012.6.来公司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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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泉 男 45 2016.12. 水厂厂长 2016.12.来公司至今

郑就国 男 48 2017.3. 化验师 2017.3.来公司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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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和 2400 万股 66.667 2,400.00 64.865

%

无

李红 206 万股 5.722 300.00 5.649% 无

姜甜甜 300 万股 8.333 209.00 8.108% 无

彭科力 99万股 2.750 99.00 2.676% 无

王体星 100 万股 2.778 100.00 2.703% 无

雒红玉 100 万股 2.778 100.00 2.703%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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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辉 100万股 2.778 100.00 2.703% 无

姜维崇 0 0 0 0 无

姜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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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瑞英 10万股 0.278 10万股 0.270 无

乔秀丽 10万股 0.278 10万股 0.270 无

孙雪峰 10万股 0.278 10万股 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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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和 2400万股 66.667 2400万股 64.865

%

无

李红 206 万股 5.722 206 万股 8.108 无

姜维崇 0 0 0 0 无

姜甜甜 300 万股 8.333 300 万股 5.649 无

马翠芝 0 0 0 0 无

姜鸣 0 0 0 0 无

邓春红 0 0 0 0 无

魏亚军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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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泉 0 0 0 0 无

郑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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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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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93,290.71 229,328.46

营业利润 -3,690,732.78 -2,310,167.22

利润总额 -4,073,645.47 -2,310,167.2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73,645.47 -2,310,167.2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4,073,645.47 -2,310,167.22

总资产 54,874,039.77 50,787,864.74

总负债 8,106,465.93 4,106,745.43

资产负债率 14.77 8.09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46,767,573.84 46,681,119.31

股本（总额） 37,000,000.00 36,000,0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0,152.17 -10,143,492.8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0.14 -0.2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25 1.297

净资产收益率 -0.09 -0.05

每股收益 -0.1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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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人姜和，实际持有公司股份24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4.865%，是

公司唯一绝对控股人。姜和是公司董事长，也是公司创始人之一。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2018 年度，公司整体工作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两方面进行：

一、继续建立完善美亭泉、莲花心泉天然饮用水水厂：

1、配套完善机械设备和调试，进行试产工作等；

2、工厂仓库的修建完善；

3、继续搞好厂区周边及园林绿化的建设；

4、宣传广告牌、标语、指示牌的建立；

5、招聘片区营销总监、营销专员，加大加强了营销队伍的建立。

6、建立和完善水厂的各项规章制度及对新员工的上岗培训。

到 2018 年 3月份，美亭泉包装饮用水、美亭泉金椰汁两款产品正式上线生产，

出厂销售。在这之前的试产期内，营销方面做了市场调研、考察、联系销售商家、单

位及赠送产品，收集市场反馈意见等工作。没有盈利。2018 年 3月份至今，我司营

销团队正紧锣密鼓地，继续在水的发源地澄迈金江及海口市铺点铺货。同时，也在博

鳌酒店、三亚各五星级酒店逐一铺货及铺货到海南各大旅游景区。同时，与 7个省市

签订了莲花心泉、美亭泉的销售合同，收益在 2019 年体现。

二、农产品种植和餐饮民俗的销售：

1、美亭泉庄园种植的大面积凤梨和香蕉，还未到收获季节，因此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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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亭泉庄园自产的辣木茶、姜爸精油经过一年的赠送试用，目前市场反馈效

果很好，正在继续推广做好市场。

3、美亭泉庄园餐饮、民俗接待设施在 2018 年里加大了力度，已有接待用房 50

多间，可供 100人住宿、用餐。现在庄园的亲子游活动做得有声有色，不断扩

大庄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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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产 负 债 表
编制单位：海南天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行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行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 流动负债： 36

货币资金 2 1,990,176.71 168,989.88 短期借款 37

交易性金融资产 3 交易性金融负债 38

应收票据 4 应付票据 39

应收账款 5 840.00 应付账款 40

预付账款 6 848,470.29 873,708.06 预收账款 41 223.00

应收股利 7 应付职工薪酬 42 136,262.28 140,293.69

应收利息 8 应交税费 43 -227,109.85 -447,309.24

其他应收款 9 877,403.21 1,442,080.71 应付利息 44

存货 10 640,807.08 673,109.82 应付社会保障费 45

其中：消耗性生物资产 11 其他应付款 46 4,197,370.00 3,413,481.48

待摊费用 12 预提费用 4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3 其他应交款 48

其他流动资产 1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

流动资产合计 15 6,878,346.02 3,158,728.47 其他流动负债 50

非流动资产： 16 流动负债合计 51 6,628,234.16 8,106,465.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 非流动负债： 52

持有至到期投资 18 长期借款 53

投资性房地产 19 应付债券 54

长期股权投资 20 1,400,000.00 5,560,000.00 长期应付款 55

长期应收款 21 专项应付款 56

固定资产 22 2,848,527.20 4,023,623.82 递延所得税负债 57

在建工程 23 33,723,756.92 34,079,290.61 其他非流动负债 58

工程物资 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

固定资产清理 25 负债合计 60 6,628,234.16 8,106,465.93

生产性生物资产 26 所有者权益 61

油气资产 27 专用基金 62

无形资产 28 7,878,826.33 7,472,499.87 实收资本 63 36,000,000.00 37,000,000.00

开发支出 29 资本公积 64 9,000,000.00 13,000,000.00

商誉 30 盈余公积 65

长摊待摊费用 31 578,897.00 579,897.00 未分配利润 66 281,119.31 -3,792,426.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32 减：库存股 67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 少数股东权益 68 1,400,000.00 5,5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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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资产合计 34 46,431,007.45 51,715,311.30 所有者权益 69 46,681,119.31 46,767,573.84

资产总计 35 50,787,864.74 54,874,039.77 负债和所有者合计 70 50,787,864.74 54,874,039.77

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编制单位：海南天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行

次
上年累计 本 年 累 计

一、营业收入 1 229,328.46 493,290.71

减：营业成本 2 34,460.23 415,616.13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 -

销售费用 4 42,009.71 612,826.17

管理费用 5 2,400,522.68 3,157,341.44

财务费用 6 -6,549.20 -1,960.25

资产减值损失 7 -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填列） 8 - -

投资收益（损失以"-"填列） 9 - -

其他业务利润 10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 -2,241,114.96 -3,690,732.78

加：补贴收入 12

加：营业外收入 13 675.00 8,164.90

减：营业外支出 14 69,727.26 391,077.59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 -2,310,167.22 -4,073,645.47

减：所得税费用 16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 -2,310,167.22 -4,073,645.47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18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9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 -806,876.47

六、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1

减：应付优先股股利 22

应付普通股股利 23

七、未分配利润 24 -3,117,043.69 -4,073,6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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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海南天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额 项 目 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附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92,227.71 1、不涉及现金收支的投资和筹资活动

收到的税费返还： 债务转为资本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64.90 以固定资产偿还债务

现金流入小计 500,392.61 以投资偿还债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473,156.64 以固定资产进行投资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74,696.05 以存货偿还债务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0,199.39 融资租赁的固定资产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62,492.70 接受捐赠非固定资产

现金流出小计 5,830,544.78 2、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0,152.17 净利润 -4,073,545.4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加：计提的坏帐准备或转销的坏帐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368,691.06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无形资产摊销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的损失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8,160,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8,16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492,994.91 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4,160,000.00 待摊费用减少（减：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预提费用增加（减：减少）

现金流出小计 5,652,994.91 财务费用 -1,960.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7,005.09 投资损失（减：收益）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递延税款贷项（减：借项）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存货的减少（减：增加） -32,302.74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减:增加) -590,755.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0,000.00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减少) -1,000,279.50

现金流入小计 1,000,000.00 其 他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30,152.17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960.25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情况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现金的期末余额 168,989.88

现金流出小计 -1,960.25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1,990,176.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960.25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21,186.8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 -1,821,1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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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企业名称：海南天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度

归属于司所有者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其他权益 未分配利润 其他

一、上年年末余额 36,000,000.00 9,000,000.00 281,119.31 1,400,000.00 45,281,119.31

加：会计政策变更 -
前期差错更正 -
二、本年年初余额 36,000,000.00 9,000,000.00 - - 281,119.31 - 1,400,000.00 45,281,119.31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1,000,000.00 4,000,000.00 - - - 4,160,000.00 5,000,000.00
（一）净利润 -4,073,545.47 -4,073,545.47
（二）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2、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其他权益变动影响

3、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所得税影响

4、其他 =
上述（一）和（二）小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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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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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 - - - -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4、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37,000,000.00 13,000,000.00 - - -3,792,426.16 - 5,560,000.00 46,207,5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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