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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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职信（广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所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负责人余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慧芳、会计机构负责人余潇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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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公司简称： 海南大信

股份代码： 80036

挂牌场所： 海南股权交易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284041460A

法定代表人： 余潇

注册资本（总股本）： 人民币 1100 万元

托管股本： 人民币 1100万元

初始成立日期： 1995年 11月 02 日

股份制成立日期： 2015年 10月 12日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舌坡 168号

注册登记地址：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属行业：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景观工程。温室建设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施工，水电安装，花卉、苗木、种籽、种苗的生产

与销售，花卉租摆，花卉苗木养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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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卉、苗木、种籽、种苗的生产与销售，花卉租摆，花卉

苗木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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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琳碧

联系电话： 0898-68526066 13158950766

邮箱号码： 312922190@qq.com

财务负责人： 王慧芳

联系电话： 0898-68526066

邮箱号码： 3129221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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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卓信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云鹏

公司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 2号D座 908 房

联系人名称： 王云鹏

联系电话： 0898-68557046

邮箱号码： Chenman67@126.com

审计机构名称： 中职信（广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聂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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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109号海航国际广场A座 805

注册会计师： 刘秋清、王琴

联系电话： 18876179276

邮箱号码： 1047162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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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时报 男 56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1995 年 11 月参与投资组建海南大信园林

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热带花卉生产种植与销售，

能熟练掌握金钱树无土栽培种植技术及管理工

作（2）1995 年起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副总经理，负责公司花卉生产及基地

管理工作（3）2011 年当选为海南省花卉协会

盆栽花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4）2014 年 9 月

当选为海南省花卉协会常务理事（5）2007 年

-2013年参加完成2007年海南省重大科技研发

专项“几种热带切叶花卉设施生产关键技术研

究与示范”，参加并协助 2008 年海南省重大科

技研发专项，参加了 2009 年科技部科技人员服

务企业行动项目，参加 2013 年国家星火重大的

研究集成与示范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示范与

推广（6）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今，在海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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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

余长龙 男 61
2015 年 10 月

-至今
无

（1）1994 年 6 月毕业于华南热带作物学

院观赏园艺专业（2）1991 年 4 月-1995 年 10

月任海南香园农业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

责农产品开发。（3）1995 年 11 月-2014 年 7

月，创立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4）1998 年

11 月-至今，任海南省花卉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5）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海南省林业协

会副会长（6）2008 年 7 月-至今，任海口市花

卉协会会长（7）2009 年 5 月-2014 年 9 月，任

海南省兰花协会副会长（8）2005 年 8 月-至今，

任中国花卉报社长期顾问（9）2014 年 9 月-至

今，任海南省花卉协会会长（10）2015 年 10

月 12 日至今，任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张琳碧 女 38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生

物技术专业；2007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四

川农业大学分子作物遗传育种专业（2）2007

年 7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技术员、生产

技术主管（3）2007 年参加海南省重大科技研

发专项“几种热带切叶花卉设施生产关键技术

研究与示范”（4）2008 年参加并负责海南省

重大科技研发专项“热带花卉产业可持续发展

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及“盆栽经掌设施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工作（5）2008 年 8 月任

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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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参加并负责海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

“海南岛鸟巢蕨鲜切叶花卉育苗繁殖及生产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7）2009 年 7 月起

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

花卉产品引进、科研、生产技术、培训等方面

的工作；

（8）2009 年 6 月任海南省花卉协会观赏盆栽

花卉专业委员会主任（9）2010 年参加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的集成与示范工作（10）2010 年 9

月任海口市花卉协会副秘书长（11）2011 年参

加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工作（12）2012 年

参加并负责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的集成与示范

等高科技项目（13）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海

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王应诗 男 55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1995年 3月至 1996年 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

海口分行业务拓展部副经理，分管全行的业务

发展战略研究及行业调查分析研究(2)1996 年

4月至 1997年 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海口市分行

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全行的人事、行政、文

秘和宣传策划工作（3）1997 年 3 月至 1998 年

11 月任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龙华支

行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全行的人事、行政、

文秘和宣传策划工作(4)1998 年 11 月至 1999

年 8 月在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龙华支

行盐灶分理处工作(5)1999年8月至2001年12

月任中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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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经营和管理公司在海南的农业投资项目

(6)2001年 12月至 2003 年 12月任中基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负责公司在安徽的

水电、高速公路投资项目(7)2003 年 12 月至

2007年 3月任海口燕南房地产开发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负责公司在海口及三亚的积压房地产

处置项目(8)2007年 3月至 2010年 3月任江西

众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负责公

司在江西省的金融债权资产收购和处置项目

(9)2010 年 3 月至今任中企信用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在海南

的贷款担保业务(10)2014年 9月起任海南金桥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全面分管公

司贷款担保业务(12) 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海

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

姓名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兼职

情况
工作经历

杨霞 女 58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1995 年 11 月起投资创立海南大信园林有

限公司，负责热带花卉种植与销售，熟练掌握

各种鲜切花、切叶的生产技术及管理（2）1996

年起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销售总监，主要

分管富贵竹等鲜切叶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

市场的营销，在全国建立了 700 多家花卉商家

销售网络（3）2012 年起任海南省花卉协会鲜

切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4）2015 年 10 月起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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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余长伟 男 51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1998 年 6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花

卉生产部一般技术员（2）2001 年 5 月任海南

大信园林有限公司罗牛山基地技术员（3）2009

年 9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罗牛山基地场

长职务（4）2015 年 10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

肖良英 女 48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1998 年 6 月起在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

任职（2）2001 年 4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

司鲜切叶花销售部门任统计员、产品质量验收

员（3）2003 年 10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

销售部副经理（4）2015 年 10 月任海南大信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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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潇 男 37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生

物技术专业（2）2004 年 7 月起在海南大信园

林有限公司工作，任技术员（3）2007 年 2 月

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4）2010

年 6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

要负责本公司花卉产品的营销及市场开发工作

（5）2013 年任海南省花卉协会鲜切花切叶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6）2014 年任海口市花卉协会副会长

（7）2007 年-2013 年参加并完成了 2007 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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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几种热带切叶花卉设

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范围”；参加并协助

2008 年、2009 年海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

2009 年还参加了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

动项目工作；2012 年参加国家星火重大的研究

集成与示范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示范工作；

参加 2013 年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的课题的组

织与示范推广工作（8）2015 年 1 月至 10 月，

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9）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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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潇 男 37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生

物技术专业（2）2004 年 7 月起在海南大信园

林有限公司工作，任技术员（3）2007 年 2 月

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4）2010

年 6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

要负责本公司花卉产品的营销及市场开发工作

（5）2013 年任海南省花卉协会鲜切花切叶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

（6）2014 年任海口市花卉协会副会长

（7）2007 年-2013 年参加并完成了 2007 年海

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几种热带切叶花卉设

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范围”；参加并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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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2009 年海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

2009 年还参加了科技部科技人员服务企业行

动项目工作；2012 年参加国家星火重大的研究

集成与示范及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示范工作；

参加 2013 年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的课题的组

织与示范推广工作（8）2015 年 1 月至 10 月，

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9）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张琳碧 女 38 2015 年 10 月-至今 无

（1）2004 年 7 月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生

物技术专业；2007 年 7 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四

川农业大学分子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2）2007 年 7 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技

术员、生产技术主管（3）2007 年参加海南省

重大科技研发专项“几种热带切叶花卉设施生

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4）2008 年参加并

负责海南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热带花卉产业

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研究”课题及“盆栽经掌

设施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工作（5）2008

年 8月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经

理（6）2009 年参加并负责海南省重大科技研

发专项“海南岛鸟巢蕨鲜切叶花卉育苗繁殖及

生产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7）2009 年

7 月起任海南大信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

责公司花卉产品引进、科研、生产技术、培训

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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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09 年 6 月任海南省花卉协会观赏盆栽

花卉专业委员会主任（9）2010 年参加国家星

火计划项目的集成与示范工作（10）2010 年 9

月任海口市花卉协会副秘书长（11）2011 年参

加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工作（12）2012 年

参加并负责海南省重大科技项目的集成与示范

等高科技项目（13）2015 年 10 月至今，任海

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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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长龙 110 10% 110 10%

江时报 950 86.36

%

950 8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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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霞 40 3.64% 40 3.64%

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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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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时报 950 86.36

%

950 86.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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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6,560.92 8,035,166.37 -53.75

营业利润 -682,580.80 -257,478.23 -165.10

利润总额 82,138.61 177,221.78 -53.6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138.61 177,221.78 -53.65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损益

后的净利润

82,138.61 177,221.78 -53.65

总资产 41,864,504.49 32,911,764.06 27.20

总负债 29,793,870.05 20,923,268.23 42.40

资产负债率 71.17% 63.57% 11.96

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 12,070,634.44 11,988,495.83 0.685

股本（总额） 11,000,000.00 11,000,000.0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7,599.55 -1813168.39 2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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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5% -0.16% 158.81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0 1.09 0.92

净资产收益率 6.83% 0.01% 683

每股收益 0.75% 0.01 74

第四章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江时报，所占公司股权比例 86.36%。

第五章 董事会关于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介绍

一、经营情况

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

景观工程。温室建设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水电安装，花卉、苗木、

种籽、种苗的生产与销售，花卉租摆，花卉苗木养护。截止到报告期内，公司生

产经营情况良好，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3716560.92元，同比下降53.75%。

利润总额 82138.61 元，同比下降 53.65%。净利润 82138.61 元，同比下降

53.65%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公司注册资本为 11,000,000.00 元。公司

总资产 41864504.49 元。净资产 12070634.44 元，公司具备良好的经营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人员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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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事项

（一）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收购情况。

（二）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对外担保、对外投资情况。

（三）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公司重大诉讼、重大仲裁情况。

（四）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五）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其他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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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会所 01 表

单位名称：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行

次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450,360.15 44,983.04 短期借款 37 10,900,000.00 9,400,000.00

交易性金融资

产
2

交易性金融负债
38

应收票据 3 应付票据 39

应收股利 4 应付帐款 40 1,541,800.00

应收利息 5 预收帐款 41 1,973,622.00 1,140,000.00

应收帐款 6 2,213,589.38 1,014,753.01 应付职工薪酬 42 1,135.42

其他应收款 7 14,570,051.50 22,089,556.30 应交税费 43 6,383.04 3,899.75

预付帐款 8 8,353,084.00 10,793,084.00 应付利息 44

应收补贴款 9 应付股利 45

存货 10 3,733,116.12 其他应付款 46 8,042,127.77 17,708,170.30

待摊费用
1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7

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债权投资
12

其他流动负债
48

其他流动资产 13 流动负债合计 49 20,923,268.23 29,793,870.05

流动资产合计 14 25,587,085.03 37,675,492.47

非流动资产： 15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6

持有至到期投

资
17

长期负债： 50

投资性房地产 18 长期借款 51

长期股权投资 19 应付债券 52

长期应收款 20 长期应付款 53

固定资产原价 21 913,450.00 970,499.07 专项应付款 54

减：累计折旧 22 594,500.14 703,830.79 预计负债 55

固定资产净值 23 318,949.86 266,668.28 其他长期负债 56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24

递延所得税负债
57

固定资产净额 25 318,949.86 266,668.28 其他非流动负债 58

生产性生物资 26 7,005,729.17 3,922,343.74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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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工程物资 27 负债合计 60 20,923,268.23 29,793,870.05

在建工程 28

固定资产清理
29

所有者权益（股东

权益）：
61

无形资产 30 实收资本（股本） 62 11,000,000.00 11,000,000.00

商誉 31 资本公积 63 1,202,405.56 1,202,405.56

长期待摊费用 32 减：库存股 64

无形资产及其

他资产合计
33

- - 盈余公积
65

递延所得税资

产
34

未分配利润
66

-213,909.73 -131,771.12

非流动资产合

计
35

7,324,679.03 4,189,012.02

所有者权益（股东

权益）合计
67

11,988,495.83 12,070,634.44

资产总计
36

32,911,764.06 41,864,504.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总计
68

32,911,764.06 41,864,50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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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2018 度 会所 02 表

单位名称：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本年数 上年数

一、营业收入 1 3,716,560.92 8,035,166.37
减：营业成本 2 2,756,925.89 6,256,716.88

营业税金及附加 3 2,688.26 2,068.47
销售费用 4

管理费用 5 634,318.07 1,020,652.00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6 1,005,209.50 1,013,207.25
资产减值损失 7

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净损失以“－”号

填列）

8

投资净收益（净损失以“－”号填列） 9

其中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0

二、主营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1 -682,580.80 -257,478.23
加：营业外收入 12 766,944.14 434,700.01
减：营业外支出 13 2,224.73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净损失（净收益以

“－”号填列）

1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5 82,138.61 177,221.78
减：所得税 16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7 82,138.61 177,221.78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 -213,909.73 -397,290.22

其他转入 19 7,294.13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20 -131,771.12 -212,774.31

减：提取盈余公积 21

提取公益金 22

利润分配 23

六、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24 -131,771.12 -212,774.31
减：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25

应付投资者利润 26

七、未分配利润 27 -131,771.12 -212,774.31

单位负责人: 财会负责人: 复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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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编制单位：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项 目 行次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 2,011,541.35 12,644,567.95
收到的税费返还 2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 30,933,878.19 14,388,296.19
现金流入小计 4 32,945,419.54 27,032,864.14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 137,189.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6 1,705,843.21 2,804,650.00

支付的各项税费 7 26,941.63 13,314.36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 28,435,035.15 25,890,879.17

现金流出小计 9 30,167,819.99 28,846,03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 2,777,599.55 -1,813,168.3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1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2 7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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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5 2,024,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16 2,724,000.00 -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17 10,035.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8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8,543,774.00
现金流出小计 20 8,553,809.00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 -5,829,809.00 -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2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3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4 9,400,00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5 3,038,000.00

现金流入小计 26 3,038,000.00 9,400,000.00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27 93,516.66 7,173,668.89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28 26,400.00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9 297,651.00

现金流出小计 30 391,167.66 7,200,068.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 2,646,832.34 2,199,931.11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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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编制单位：海南大信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行次 项目名称
实收资本（股

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

股

盈余

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1 一、上年年末余额 11,000,000.00 1,202,405.56 -212,774.31 11,989,631.25

2 加：会计政策变更 -

3 前期差错更正 -1,135.42 -1,135.42

4 二、本年年初余额 11,000,000.00 1,202,405.56 - - -213,909.73 11,988,495.83

5 三、本年增减变动金额（减

少以“-”号填列）

- - - - 82,138.61 82,138.61

6 （一）净利润 82,138.61 82,138.61

7 （二）其他综合收益 -

8 净利润及其他综合收益小

计

- - - - 82,138.61 82,138.61

9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

资本

- - - - - -

10 1．所有者投入资本 -

11 2．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金额

-

12 3．其他 -

13 （四）专项储备提取和使

用

- - - - - -

14 1.提取专项储备 -

15 2.使用专项储备 -

16 （五）利润分配 - - - - - -

17 1．提取盈余公积 -

18 其中：法定公积金 -

19 任意公积金 -

20 储备基金 -

21 企业发展基金 -

22 利润归还投资 -

23 2.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24 3．对所有者（或股东）的

分配

-

25 4．其他 -

26 （六）所有者权益内部结

转

- - - - - -

27 1．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

28 2．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

股本）

-

29 3．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

30 4．其他 -

31 四、本年年末余额 11,000,000.00 1,202,405.56 - - -131,771.12 12,070,6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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