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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声明

　　①  本报告内容整理自被调研机构提供的材料、调研人员实

地查访记录及网络公开资料，报告秉承客观、中立的原则，尽可

能保证可靠、准确和完整，但不保证被调研机构提供信息和网络

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及时性。若被调研机构所提供

的信息和网络信息存有不实、虚假之处，希财网有权对此进行曝

光警示。同时，本报告将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有关信息，但不

保证及时发布。

　　②  本报告仅为一般性调研汇报，并非投资要约或要约邀请，

亦不构成投资建议，仅供投资者进行参考，不能作为道义的、责

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者暗示；对于

本报告所提供信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投资盈亏等后果，

希财网不承担任何责任；敬请投资者理性对待。

　　③  本报告的版权归希财网所有，未经授权，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希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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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网址】www.quyangyu.com

【企业名称】广州趣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巧良

【注册资本】1100万元

【实缴资本】11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38号加悦大厦夹层B08房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38号加悦大厦B06-B08

【成立时间】2016年08月05日

【上线时间】2017年01月05日

【平台背景】民营系

【客服热线】400-100-6700

希财网（www.csai.cn）- 金融超市

1.1 平台概要



趣养鱼投资分析报告 - P6

（1）工商信息
表1-1 趣养鱼工商登记信息

1.2 平台治理信息

公司名称 广州趣养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注册号 91440183MA59E84LX0

成立日期 2016年08月05日 营业期限 2016年08月05日至
长期

法定代表人 李巧良 注册资本 1100万元

登记机关 广州市天河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38号加悦大厦夹层B08房

经营范围

牛的饲养;猪的饲养;羊的饲养;鸡的饲养;鸭的饲养;鹅的饲养;其他
家禽饲养;预包装食品批发;肉制品批发（鲜肉、冷却肉除外）;预
包装食品零售;肉制品零售;非酒精饮料、茶叶批发;非酒精饮料及
茶叶零售;酒类批发;酒类零售;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受金融企业委托提供非金融业务服务;农业项目开发;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蔬菜种植;水果种植;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水果批发;蔬菜批
发;冷冻肉批发;蛋类批发;鲜肉批发（仅限猪、牛、羊肉）;生鲜家
禽批发;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内陆养殖;海水养殖;农业科学研究和试
验发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业技术开发服务;农业技术咨询、交
流服务;农业技术转让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广告业;水产品批发;冷冻肉零售;海味干货零售;茶及其
他饮料作物种植;零售冷却肉（仅限猪、牛、羊肉）;水产品零售;
茶叶作物及饮料作物批发;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数据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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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组织架构
希财君查阅相关资料，尚未获得平台组织架构信息。

数据来源：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股东 股东类型 认缴金额
（万元）

实缴金额
（万元）

邓清城 自然人 550 550

吴建杰 自然人 550 550

表1-2 趣养鱼股东出资信息

（2）股东出资信息

（4）平台融资信息
希财君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平台成立以来尚未获得融资。

（5）管理团队
希财君查阅相关资料，尚未获得平台管理团队信息。

1.3 平台网站信息

表1-3 网站备案信息

网站名称 趣养鱼 网站首页网址 www.quyangyu.com

网站负责人姓名 - 网站域名 -

网站备案号 粤ICP备16090283号-2 ICP许可证 粤B2-20170641

数据来源：ICP备案查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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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平台重大事件

（1）2018年03月：趣养鱼平台养殖项目达700期；

（2）2018年02月：合作伙伴鑫隆获“省知名企业”荣誉；

（3）2018年02月：趣养农业斩获6项软件著作权；

（4）2017年12月：平台用户累计认养金额突破1个亿；

（5）2017年11月：趣养鱼正式上线资金托管服务；

（6）2017年11月：趣养鱼正式获批ICP经营许可证；

（7）2017年11月：趣养鱼荣获“广东省信用优秀企业”；

（8）2017年05月：趣养鱼平台荣获CCTV优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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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介绍

（1）主营业务类型及来源

2.1 业务信息

（2）获取途径

趣养农业目前主要经营海产养殖以及茶叶种植项目；海产养殖项目，采用
互联网+养殖的创新运营模式，与线下具有丰富养殖经验的大规模渔业企
业和大型O2O生鲜产品销售超市合作，实现线上购买，线下养殖销售；
茶叶种植项目，在中国白茶发源地—福鼎市，与福鼎市鼎枝芽茶业有限公
司合作开展，用户只需在线上认购茶山，即可线下定期获得高品质健康白
茶，同时体验种植乐趣；目前上线的产品有黄花鱼项目和海参项目，白茶
项目也即将上线。

趣养鱼业务主要是由平台的合作企业规划养殖项目，然后由平台的风控人
员进行审核，而后平台上线养殖项目进行借款。合作机构主要有宁德市鑫
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霞浦县聚农农业专业合作社、广东鲜盟食材有限公
司、福鼎市鼎枝芽茶业有限公司等。

2.2 标的信息

（1）标的基本信息

平台标的因产品类型、借款期限等不同，预期年化收益率也有所不同。希
财君整理了官网上标的信息，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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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标的基本信息 

  标的类型 养殖周期 预期年化收益率

黄花鱼

1个月 11.80%

3个月 13.50%-14.00%

6个月 16.00%-17.00%

海参 5个月 16.00%

数据来源：希财新金融

（2）标的满标速度
希财君翻阅了平台近期标的，平台标的满标速度较快，基本在一天以内，
不存在资金站岗情况。

（3）标的充足度
根据客服介绍，平台每期项目发标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或者下午       
15点，同类周期项目当期如未售完，将不再发布新项目，项目售完即止，
不加开项目。

（4）标的透明度
标的项目养殖成本、养殖利润、项目描述、合作单位、产品介绍、业务流
程图、保障资质、服务合同等都有说明，也附上了相关图片，标的透明度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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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台安全性

3.1 平台养殖保障

（1）资金可塑，实体养殖

用户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实体海产品的购买，海产将由线下大型渔场系统化
规模化养殖，做到资金去处明确，有源可溯。平台与用户签订联养合同，
让用户安心认养。

（2）实时监控，公开透明

用户购买的海产均有完整的信息记录，养殖全过程实时公开，可以随时随
地监测，跟踪养殖情况，真正参与到养殖中去。

（3）资金安全，可靠保障

合作养殖企业具有多年养殖经验技术，技术纯熟，养殖成功有保障；合作
养殖企业接入了台风指数保险，养殖安全有保障；平台接入第三方资金托
管-汇付天下，用户资金去向更明晰，资金安全三重保障。

（4）轻松获利，准时返现

轻松获得丰厚的养殖回报，联合养殖-到期即可获得安全纯正的海产；联
合销售-准时获得相应的养殖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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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平台法律保障

（1）《合同法》为趣养鱼平台提供居间撮合服务的合法性，理财人和借
款人借款关系的合法性，电子合同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为平台获
得的出借理财收益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1）国际级数据加密：采用SSL证书加密传输(https安全传输协议)，可激
活客户端浏览器到网站服务器之间的"SSL加密通道"（SSL协议），实现高
强度双向加密传输，防止传输数据被泄露或篡改；

（2）防火墙（Firewall）技术：使用新一代防火墙技术，最大程度的监测
应用层的网络行为，利用单次解析架构多核并行处理技术、跳跃式扫描技
术，对传输内容做双向深度检测；

（3）系统安全保障：趣养鱼使用多项安全技术，加密技术，以确保用户
在使用过程中不会造成数据泄漏，隐私泄漏，信息丢失；

（4）提供全天候的异常监控预警：7*24小时系统监控，对流量、硬件资
源、应用及数据库做实时监控，通过专业DDOS防御系统保持网站处于实
时防御状态。定期网站后门检测及时发现后门程序及时删除，消除隐患。
一旦网站访问出现异常，实时报警，并可以对系统进行实时维护；

（5）手机动态口令等信使服务：通过手机验证后，所有在平台上发生的
交易都将通过短信方式进行提醒，方便实时掌握账户安全，为防止登录密
码被窃取，找回密码功能目前只支持手机或邮件动态口令找回；

（6）用户隐私保障：趣养鱼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确保用户隐私
安全。趣养鱼不会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向任何第三方透露用户的个
人隐私及账户隐私。

3.2 平台信息安全性



趣养鱼投资分析报告 - P13

4、平台合规性

（1）ICP备案
据ICP备案查询网显示，趣养鱼于2017年07月20日通过网站备案，备案
号为粤ICP备16090283号-2。

（2）ICP经营许可证
据电信业务市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显示，趣养鱼已获得增值电信业务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为粤B2-20170641。

平台暂未上线银行资金存管，平台用户资金由第三方汇付天下托管，平台
资金完全按照“专户专款专用”的标准模式进行运作。

4.1 备案管理

4.2 银行存管

4.3 业务管理

趣养鱼专注于互联网海产养殖业的发展，纯熟的养殖技术（霞浦渔业）、
养殖全过程实时公开，可以随时随地监测。平台未发现自融或变相自融、
开展类资产证券化等违法违规现象，平台业务管理比较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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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信息披露

（1）从业机构信息
平台官网展示了平台基本信息、发展历程、合作伙伴等信息，管理团队、
组织架构、重大事项等有待补充。

（2）平台运营信息
平台官网展示了养殖报告和实地考察报告，养殖报告中披露了出售鱼儿、
养殖详情、累计返款、累计收益、单人单笔最高购买金额等运营数据。

（3）项目信息
标的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描述、保障资质、产品介绍等都有说明，也附上
了相关图片，项目信息比较全面。

（4）借款人信息
项目中介绍了合作单位的基本情况，也附上了相关网页链接，有利于投资
者了解项目和合作单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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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体验

5.1 投资流程

（1）注册
1）注册：进入网站首页点击【我要注册】，进入注册页面，输入手机号
码、密码、图形验证码、手机验证码，勾选同意协议，然后点【注册领红
包】即可；2）注册完成后，进入个人中心，根据提示开通汇付天下托管
账户并实名认证。

（2）充值
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充值】，输入充值金额按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充值。

（3）投资
充值完成后，选择要购买的项目，输入购买份数，点击【立即购买】即可。
建议用户通过希财网注册并投资，不仅能获得平台红包，也能获得希财网
首投、复投红包，投资收益大幅提高。希财网具体奖励方案如下图：

表5-1 希财投资奖励方案

数据来源：希财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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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投资费用

（4）提现
进入个人中心，点击【提现】，按提示操作即可；提现方式不一样，到账
时间也不一样，普通到账：工作日内提现，T+1个工作日到账，周末或节
假日顺延；即时到账：2小时内到账。

数据来源：平台官网

费用类型 收费规则

管理费 无

充值费 无

提现费
普通到账：提现任意金额费用均为2元/笔；即时到账：提
现金额的0.5‰/天+2元/笔。平台每月提供2次提现补贴，
每次提现补贴金额为2元。

VIP费 无

转让费 无

表5-2 平台投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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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户活动

（1）新手任务
活动时间：2017.11.01-2018.04.15

活动规则：1）新手注册即送888元现金券；2）邀请注册，每成功邀请1
名好友注册，可获得15元养殖红包（封顶300元），5元现金券+10元现
金券；3）邀请购买，每成功推荐1名好友首单购买，即可获得20元现金
券，封顶300元。

（2）签到赢大礼
活动时间：2017.10.11-2018.04-30

活动规则：每周首次签到即送1元现金券（任意金额可用，每周限领取一
次）；每周连续3天签到送5元现金券（购2000元可用，每周限领取一
次）；每周累计7天签到送10元现金券（购满5000元可用）。

（3）送现金券活动
活动时间：2018年04月30日活动截止

活动规则：1）用户关注“趣养鱼”微信公众号或在PC端网站注册成功，
即可获得总价值为888元的现金券礼包；2）用户购买项目，在结算时，
可在订单确认页选择使用现金券。

（4）趣养农业第4期考察活动
考察时间：4月21日-4月25日

考察行程：此次考察行程包括霞浦渔场参观、鼎枝芽生态茶山参观以及当
地旅游景点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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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财网（www.csai.cn）- 金融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