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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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HUIFUDA INDUSTRY INCORPORATED.CO., LTD

公司简称： 惠富达

股份代码： 80037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91460000780717554H

法定代表人： 张国富

注册资本（总股 人民币 2008 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2008 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05 年 12月 05日

股份制成立日 2015 年 11月 30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海甸二东路 19号宏海大厦第 15 层 A号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所属行业： 房地产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代理；室内外

装饰工程；农作物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秸秆的无害化处理和循

环利用，植物、动物有机肥的生产和销售。

主营业务

房地产开发、经营；实业投资；农作物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秸秆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植物、动物有机肥的生产和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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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淑玲

联系电话： 13976086065

邮箱号码： 466397264@qq.com

财务负责人： 陈淑玲

联系电话： 13976086065

邮箱号码： 466397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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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维特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王晶

公司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昊大厦 14H

联系人名称： 李利君

联系电话： 13707593138

邮箱号码： 14720857@qq.com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晟睿宣恒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彭启鹏

公司地址： 海口市玉沙路富豪大厦C座南楼 1808 室

注册会计师： 彭启鹏、吴萍

联系电话： 13976119738

邮箱号码： 54988217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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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富 男 54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慧瑶 女 45 2018/0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伟勇 男 61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叶凌 男 54 2018/0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淑玲 女 53 2018/0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吴昂 男 52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立昂 男 40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佳 男 39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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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富 男 54 2005/12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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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伟勇 男 61 2015/11 无 海南惠富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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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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年末持股 持股比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张国富 2000 万 99.6% 2000 万 99.6%

陈慧瑶 8万 0.4% 8万 0.4%

监事

姓名 年初持股 持股比 年末持股 持股比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持股比 年初持股 持股比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核心技术人员

姓名 年初持股 持股比 年初持股 持股比 股份增减变动量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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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增减率

营业收入 210,939.78 400,212.29 -4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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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714,639.99 -1,342,947.32 46.78%

利润总额 -714,639.99 -1,342,947.32 46.7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4,639.99 -1,342,947.32 46.78%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的净利润

-714,639.99 -1,342,947.32 46.78%

总资产 20,215,146.78 19,987,788.18 1.14%

总负债 8,872,360.93 7,880,006.22 12.59%

资产负债率 43.89% 39.42% 11.34%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1,342,785.85 12,107,781.96 -6.32%

股本（总额） 20,080,000.00 20,080,000.0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508.93 -1,002,263.51 103.8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0.002 -0.05 104%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56 0.60 -6.67%

净资产收益率 -6.3% -11.09% 43.19%

每股收益 -0.04 -0.07 42.85%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现公司控股股东为张国富，占公司比例 99.6%，是对公司有绝对

在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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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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全资子公司“海南绿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文昌龙泉文昌

鸡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其养殖基地投资建了年处理量为 1万吨的

有机肥生产线，后因地方政府的要求在文昌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文昌绿生态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给项目的运营，现开始试生产。

四、重大事项

（一）公司在报告期内无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二）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公司对外担保、

对外投资事项：全资子公司“海南绿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因地方政府的

要求在文昌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文昌绿生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文昌龙泉

文昌鸡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在其养殖基地投资建了年处理量为 1万吨的有机肥

生产线，现开始试生产；

（三）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四）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五）公司在报告期内无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第六章 财务报告

【提示：1、本章贴三张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2、如存

在合并报表的情况请增加合并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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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表

二、利润表

三、现金流量表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