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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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01 号会议审议通过。

本报告经公司第一届监事会[2019]001 号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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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沉香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公司简称： 沉香谷

股份代码： 80019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589296157Y

法定代表人： 姚秀青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1500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1500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2012年 4 月 18 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年 6月 15 日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港湾路新外滩高尔夫练习场二楼西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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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

特色风情小镇开发建设，农、林业综合开发投资，医疗、

养生、养老、度假产业的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文化

产业投资开发，房地产投资、开发及经营，酒店经营管理，

生态修复项目投资及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园林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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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景观工程，沉香、花梨木的种植、加工、销售，南药

的种植、销售，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空气净化剂和器

具等制作、加工、展览及销售， 文化艺术制作、研讨、

交流、演出，会议会展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培训，

项目咨询策划服务。

主营业务
农、林业综合开发投资；沉香、花梨木的种植、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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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朝宪

联系电话： 18976859858

邮箱号码： 18976859858@189.cn

财务负责人： 姚秀毅

联系电话： 18889755919

邮箱号码： 3326473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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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

公司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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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名称：

联系电话：

邮箱号码：

审计机构名称：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席海波

公司地址：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 15号财盛大厦第 9层

注册会计师： 席海波、唐秀丽

联系电话： 0898-66225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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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格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姚秀青 男 47 2015.5-至今
2012.4-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春阳 女 46 2018.1-至今
2008 年至今海南平泽贸易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江智慧 女 74 2018.5-至今 退休

符朝宪 男 30 2018.5-至今
2014.12-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董秘

吴才金 女 34 2018.5-至今
2016.12-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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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情况 工作经历

姚秀毅 女 50 2015.5-至今
2015.1-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吴亚友 男 31 2015.12-至今
2015.5-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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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朝宪 男 30 2018.5-至今
2014.12-至今，海南沉香谷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董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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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秀青 1050 70% 1059.375 70.625

%

+0.625%

江智慧 14.25 0.95%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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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秀毅 25.12 1.675% 62.62 4.1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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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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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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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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643.79 335,303.82 101.50

营业利润 -1,598,047.44 2,366,184.63 -167.54

利润总额 -1,595,647.35 2,369,784.76 -167.33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5,647.35 2,369,784.76 -167.33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

的净利润

-1,595,647.35 2,369,784.76 -167.33

总资产 16,455,802.69 29,941,867.92 -45.04

总负债 1,331,726.06 13,222,143.94 89.93

资产负债率 8% 44% -81.82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5,124,076.63 16,719,723.98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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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总额） 15,000,000.00 15,000,000.0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47,646.55 9,010,997.32 -259.2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96 0.6 -260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 1.1 -9.09

净资产收益率 -0.09 0.08 -212.5

每股收益 0.1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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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秀青（出资额占资本总额的 70.625%）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公司经营范围特色风情小镇开发建设，农、林业综合开发投资，医疗、养生、

养老、度假产业的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开发，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房地产投资、

开发及经营，酒店经营管理，生态修复项目投资及建设，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

园林绿化及景观工程，沉香、花梨木的种植、加工、销售，南药的种植、销售，

工艺美术品、办公用品、空气净化剂和器具等制作、加工、展览及销售， 文化

艺术制作、研讨、交流、演出，会议会展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培训，项目

咨询策划服务。目前开展的主要业务：沉香、花梨木的种植、加工、销售，农、

林业综合开发投资，养生、度假产业的投资开发，旅游项目开发。2018 年沉香

产品销售收入 61 万元、现代服务 6万元，营业收入同比上年增长了 154 %，

利润总额出现亏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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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投资

（一）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无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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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第六章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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