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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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公正轩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阮绍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阮逸、会计机构负责人孙维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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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inan xianyan Industrial Co.,Ltd

公司简称： 仙岩实业

股份代码： 80027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58393092XG

法定代表人： 阮绍根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1000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1000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11年 12月 6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16日

注册地址： 海口市丘海大道延长线海南金盛达建材商城石材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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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业

经营范围

石材加工及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土石方工程，水

电安装工程，建材、建筑设备、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的销

售，自有房屋租赁，进出口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

营，许可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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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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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石材加工及销售，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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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雄

联系电话： 18389383859

邮箱号码： 262041887@qq.com

财务负责人： 阮逸

联系电话： 18889885788

邮箱号码： Rainy_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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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开来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景洪晔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78号万豪中心综合楼1-1215室

联系人名称： 张梦华

联系电话： 18560322820

邮箱号码：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公正轩会计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孙维杰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16-1号钰翔国贸商业花园A幢B45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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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 孙维杰

联系电话： 0089866726841

邮箱号码： 359179960@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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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绍根 男 57 2011.12-至今 无

2002年至今，在海口创办“海口

龙华阮氏石业销售中心”“海南

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

理

阮逸 女 33 2013.10-至今 无

2010 年 7月至 2013 年 10

月，就职于福建讯通天下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2013 年 10月

至今，就职于海南仙岩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林挺 男 44 2011.12-至今 无
2011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南

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雄 男 33 2011.12-至今 无
2011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南

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水庚 男 57 2011.12-至今 无
2011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南

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4

江月銮 女 57 2011.12-至今 无
2011 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

南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碧英 女 57 2014.7-至今 无
2014 年 7月至今，就职于海

南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阮必全 男 52 2011.12-至今 无
2011 年 12月至今，就职于海

南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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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燕 女 30 2015.3-至今 无

2010年 7月至 2015年 3月，

就职于中海恒润实业（福建）有

限责任公司，2015年 3月至今，

就职于海南仙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林丽婷 女 31 2012.2-至今 无

2010年 3月至 2012年 2月就

职于福建金闽再造烟叶发展有限

公司，2012年 2月至 2014年

12月就职于福建新大陆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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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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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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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绍根 800万 80% 800 万 80% -

阮逸 200万 20% 200 万 20% -

林挺 - - - - -

陈雄 - - - - -

陈水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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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月銮 - - - - -

李碧英 - - - - -

阮必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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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海燕 - - - - -

林丽婷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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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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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6,751.94 8,322,713.03 45.47

营业利润 147,955.91 171,864.89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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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147,955.26 171,907.79 -13.93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5,643.78 153,135.44 -11.42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净利润

346,636.28 210,992.50 64.28

总资产 14,476,288.18 15,962,858.43 -9.31

总负债 4,129,651.90 5,751，865.93 -28.20

资产负债率 28.53% 36.03% -20.82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0,346,636.28 10,210,992.5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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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402.28 -223,916.72 -555.3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467 -0.0223 -557.8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03 1.02 98.003

净资产收益率 0.013 0.015 -13.33

每股收益 0.01 0.02 -50.00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阮绍根在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占股权份额 80%，

对公司经营决策有绝对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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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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石材加工与销售、室内外装修。2018 年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106751.94 元；利润总额 171907.79 元；净利润 153135.44 元。

二、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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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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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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