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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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中诚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黄凤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雨萍、会计机构负责人吴海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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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公司简称： 艺进股份

股份代码： 80059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69003000009516

法定代表人： 黄封建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111176.4706 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111176.4706 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1993 年 3月 2 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 年 7月 29 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万恒路28号海南大公馆G1幢A101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通信

经营范围

广播电视节目及互联网电视节目传输、光网宽带

接入、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卫星电视网络接收传输

系统安装业务及器材销售



主营业务

广播电视节目及互联网电视节目传输、光网宽带接

入、互联网电商平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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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继立

联系电话： 13078901777

邮箱号码： 13976123200@163.com

财务负责人： 吴海中

联系电话： 18907581968

邮箱号码： 304585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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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中尚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坤尚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路 17号财盛大厦 1503

联系人名称： 胡坤尚

联系电话： 13907554005

邮箱号码： 13907554005@163.com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立信长江资产评估事务所

mailto:304585627@qq.com


法定代表人： 席海波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路 17号财盛大厦 7层

注册会计师： 席海波

联系电话： 66225396/66213869

邮箱号码： hainanhuax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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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凤江 男 54 2015.8.4

2017-至今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七

届海南省委员会委

员

2012-2014 海南省

工商联常委

2015-至今 海南个

体私营企业协会副

会长

2012-2015 海南省

企 业 家

协 会 副

会长

1993-至今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98-至今 海南金旺油气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2012-至今 海南华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开明 男 43 2015.8.4 无

2013.5-2016.6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外线组长

2016.7-至今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儋州

分公司白马井营业部 经理



吴阳爱 女 47 2016.2.26 无

1997-2014 自由职业

2015-至今海南海汇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5-至今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

理

陈继立 男 39 2015.8.4 无

2009-2011 海南九洲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

监

2011-2014 个人创业

2015.1-至今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

与发展部经理

陈红 女 32 2015.8.4 无
2012-至今海南华富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人事副经

理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刘翀豆 女 36 2016.8.4 无

2007.2-2010.6 海南新大洲本田摩托车销售

有限公司 出纳

2014.4-至今 艺进信息科技馆份有限公司

出纳

何飞飞 女 32 2016.8.4 无

2009.11-2015.4 海南正华置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综合部经理

2015.11-至今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务与发展副经理

麦文香 女 27 2015.8.4 无

2010-2013.4 广州味素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文员

2013.5-至今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何声亮 男 32 2016.8.4 无
2010.3-至今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

撑工程师

朱秀达 男 33 2016.8.4 无

2010-2014 广州德技水族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

2015-至今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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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凤江 男 54 2015.8.4 见董事黄凤江兼职情况 见董事黄凤江工作经历

陈继立 男 39 2015.8.4 无 见董事陈继立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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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声亮 男 32 2015.8.4 无 见监事何声亮工作经历

许开明 男 43 2015.8.4 无 见董事许开明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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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凤江 71152.9412 64% 107841.1765 97%
受让中智网（海南）实业有限

公司 33%股权

许开明 0 0 0 0

吴阳爱 3335.2941 3% 3335.2941 3%

陈继立 0 0 0 0

陈红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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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翀豆 0 0 0 0

何飞飞 0 0 0 0

麦文香 0 0 0 0

何声亮 0 0 0 0

朱秀达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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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凤江 71152.9412 64% 107841.1765 97%
受让中智网（海南）实业有限

公司 33%股权

陈继立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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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声亮 0 0 0 0

许开明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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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456.95 1,861,017.67 69.66%

营业利润 -2,188,667.47 -1,465,184.23 49.38%

利润总额 -1,720,998.92 -1,471,544.89 16.9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8,745.90 -1,471,544.89 18.16%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

益后的净利润
-1,738,745.90 -1,471,544.89 18.16%

总资产 31,497,826.04 29,994,546.41 5.01%



总负债 21,842,749.55 23,995,833.67 -8.97%

资产负债率 0.69 0.80 -13.32%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9,655,076.49 5,998,712.74 60.95%

股本（总额） 8,180,000.00 2,800,000.00 192.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25,121.63 2,508,741.89 -344.1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0.75 0.90 -183.57%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8 2.14 -44.91%

净资产收益率 -0.18 -0.25 -26.59%

每股收益 -0.21 -0.53 -59.55%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控股股东：黄凤江，实际控制人：黄凤江，拥有 97%股权，目前担任公司

的董事长职务。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公司本年度经营收入为 315.75 万元，主要系收视、乡镇电视台、宽带与维

护收费为主，兼营广播电视信号传输服务、宽带传输服务为辅；营业成本为

257.88 万元，主要是购进辅材、人工成本、器材设备折旧费所发生的经营成本；

本年度总共缴纳税费 6.19 万元，系公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企业

所得税等相关税费；销售费用 4.89 万元、管理费用 255.79 万元，主要是公司经

营过程中相关人力成本、水电及办公费用的发生；财务费用 15.35 万元，主要是

银行贷款支付的利息、账户维护手续费等发生；经营利润亏损额为 173.87 万元。



二、重大事项

无。

第六章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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