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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三板挂牌企业达 18 家
海南新增两家挂牌新三板企业，
海航集团子公司海航酒店申请挂牌新三板
本报记者 王文佳

乘借着新三板迅猛的发展势头，海南又迎来两家新
三板挂牌企业。日前，记者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获悉，海南金旅居度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旅
居；代码：835658）和海南信立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信立传媒；代码：835726）登陆新三板，截至目前，新三板
海南挂牌企业达 18 家。
另外，海南海航国际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海航酒店）也于近日提交新三板挂牌申请，
正等待审批。

海南新三板队伍再添两成员
今年以来，新三板扩容节奏持续
加快，也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南企业跃
跃欲试，加入这场资本的角逐，寻求
融资机会。日前，记者从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获悉，金旅居和信立
传媒登陆新三板，海南新三板队伍再
度壮大。
2015 年 12 月 31 日，金旅居的新
三板挂牌申请获批，并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开转
让。据了解，公司发行股票 5000 万
股，每股价格 1 元，采取协议转让的
交易方式，华创证券为其主办券商。
公开资料显示，金旅居度假集团
成立于2010年，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
民币，
成立之初，
秉承
“与梦同行·与爱
同居”
的企业理念，
借助海南国际旅游
岛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立足于海南
地域性优质生态资源，立志于创导旅
居生活方式，短短五年确立了“互联
网+旅居生活+金融”
的发展目标。
公司作为旅居生活综合服务商，
主营业务系海南岛内的精品酒店，度
假公寓为依托，组成旅居生活服务基

地，结合互联网+的技术手段、生活
助理的贴心服务和生活辅导，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整合上下游联盟
商家，导入海南优质的地域性生态资
源，为有旅居生活需求的人群提供新
型综合旅居生活服务。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海南金旅
居度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收入达
903.152859 万元，净利润-263.75006
万元，公司总资产 5476.783403 万元，
净资产5046.960987万元。对此，
金旅
居表示，公司各个服务基地产生的亏
损系前期研发旅居生活方式和生活助
理的服务标准所致，随着旅居卡的发
放和客户群体的扩大，公司的经营模
式趋于稳定，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将逐
步转好。
金旅居相关负责人透露，未来三
年，公司将致力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研发及应用，旅居生活服务标准的研
发及应用，
整合旅居生活上下游资源，
成为高端旅居生活综合服务商及旅居
物业投资运营者，实现“源于海南，圆
梦中国，
畅游全球”
的战略目标。

1月12日，
信立传媒获批挂牌新三
板，
于1月27日起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
公开转让，
交易方式为协议交易。据其
披露，
湘财证券为其主办券商。
据公开披露的相关资料显示，信
立传媒成立于 2007 年 9 月，主营业务
是为客户提供户外广告服务，公司基
于自己拥有的广告发布平台，运用累
积多年的广告发布经验和广告资源，
面向广告主和专业的广告公司，为其
提供从广告策划与制作、广告投放地
点选择到广告实际投放的全方位一
体化服务。公司自有或代理的户外
广告发布媒体主要有公路单立柱广
告牌、高速公路天桥广告牌、动车电
子阅读器、候车室刷屏机等。
对于未来的发展战略，信立传媒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拟以动车媒体
市场及移动互联网媒体为新的发展
点，通过强化营销策略、拓展新兴业
务等措施实现公司多元化发展，将海
南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网等新高科
技媒体相结合, 致力于成为首屈一
指的综合媒体广告运营商。

海航系成新三板一大资本系
1 月 19 日，海航酒店的挂牌申请
文件出现在股转系统官网上，其挂
牌材料当天在全国股转系统披露。
公开资料显示，海航酒店成立
于 2005 年 04 月 1 日，是海航集团下
属的全资子公司，隶属于海航旅游
集团的酒店产业板块，公司管理着
22 余家中高档酒店，十余个酒店品
牌，已形成从奢华酒店品牌至快捷
酒店品牌的行业内高中低端全系列
覆盖，并基于海航集团及各酒店品
牌形成的稳定客户群发展出礼悦
会、唐苑等衍生服务品牌，已初步形
成酒店管理领域的全产业链生态
圈。2015 年 12 月 21 日，海航酒店完
成股改，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海航酒店主营业务为承接境
内、境外酒店的经营管理委托，同时
提供酒店咨询顾问服务，为酒店业

主提供全面、专业的酒店管理和咨
询顾问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部分子公司存
在酒店经营业务，公司已在报告期
内将此类业务全部剥离。
海航酒店表示，
公司希望借助资
本市场力量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
治理、提高公司知名度、增强股份流
动性，并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融资，实
现跨越式发展。公司拟通过全国股
份转让系统中的持续信息披露，
优化
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树立公司良好的公众形象，
增加品牌
的价值；
进一步加强与产业上下游客
户的深入合作，
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反
映市场价值、提高公司估值水平，聚
集高端人才，
实现跨越式发展。
据了解，自 1993 年 5 月 2 日以成
功首航后，海航集团用了 20 多年的
时间从单一的地方航空运输企业发

展成为以航空、实业、金融、旅游、物
流为支柱的大型企业集团。到 2014
年，海航集团的总资产已近 5000 亿
元，参控股上市公司 10 家，2014 年实
现收入逾 1500 亿元。2015 年 7 月，
海航集团首次登榜《财富》世界 500
强，以营业收入 256.46 亿美元位列
第 464 位。
伴随着新三板迅猛的发展势头，
海航集团也加快了旗下企业挂牌新
三板的脚步。据统计，
目前海航系已
挂牌新三板的公司有 8 家，分别是联
讯证券、
易建科技、
海航冷链、
新生飞
翔、
首航直升、
海航期货、
皖江金租和
一卡通；
同时，
另有渤海保理、
思福租
赁、
海航酒店和武汉海航华之旅商务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这 4 家海航系子公
司正在等待股转系统审核。由此看
来，海航系凭借着超群的实力，已然
成为新三板一大资本系。

海南股交中心交易板挂牌企业

首次实现
定增 1050 万元
本报讯（记者 王文佳 通讯员 陈元）1
月 18 日，海南股权交易中心（简称：海南股
交中心）交易板挂牌企业——海南嘉美合
顺物流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嘉美合
顺；代码：80029）完成了其挂牌交易板后的
第一次定向增资。该公司原股本 5300 万
元，股东 13 名，本次定向增资股本 1050 万
元，新增股东 5 名，定向增资完成后，股本
合计 6350 万元，股东合计 18 名。同时嘉美
合顺也是海南股交中心首家实现定向增资
的企业。
记 者 获 悉 ，嘉 美 合 顺 是 海 南 省 集 规
划、投资、建设、运营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
性工业园区管理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在五指山市注册成立，注册资金 5300 万
元，2015 年 7 月嘉美合顺在海南股交中心
交易板挂牌，公司主要经营项目有：物流
园区的投资开发和农业基地开发建设。
公司目前在美兰区大致坡镇正在规划建
设“嘉美合顺大致坡农副产品加工仓储物
流 产 业 园 ”，园 区 约 1390 亩 土 地 预 建 设
102 万平方米集加工、仓储、物流于一体的
综合性功能完善的园区。以信息化、机械
化、智能化、人性化为目标，以农副产品加
工、物流配送、现代仓储、信息服务、现代
金融作为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物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结合，力求成为海
口市“智慧型产业园区”，倾力打造海南东
北部最大的综合性工业仓储物流产业园。
据了解，股权融资是以股权为金融工
具，通过定向增资、股权质押为主要方式的
融资，其中，定向增资是指企业通过向投资
者再发行（或转让）股份，获取资金或资产
的融资方式。海南股交中心自 2014 年底
正式揭牌运营以来，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
股权融资，通过定向增资等方式解决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遭遇的资金问题，帮助企业
寻求新的资源渠道和合作伙伴，助力企业
做优、做大、做强。

